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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于节庆 信息畅通方是正道  

2020年 01月 21日 14:06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27） 

　　 此前过于淡化的疫情信息发布，客观上导致了公众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这对于控制病毒传播的影响有多大，目前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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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病毒感染者人数突然剧增，让人惊心，也引起高层关注。当下应加大准确信息的传播力度，引起民众重视，从日常洗手、戴

口罩起做好防护。图/财新记者 杜广磊 

相关报道 

珠海一家三口确诊案例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 20日） 

　　【财新网】/火线评论（记者 张帆）1月 20日全天，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信息发布，层级之高、密度之强、内容之深，自 2019

年 12月发现病例以来，可谓前所未有。 

　　在此之前，坊间传闻五花八门，理性思考者竭力从官方声音中辨析一二，但大多仍不明就里，问题多纠结于：传染性强不强？危险性高不高？

病毒到底会不会人传人？ 

　　这些问题直到昨日，大致有了答案。 

　　关于最重要的病毒是否会人传人问题，官方说法一开始是“没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而后境外病例出现，又表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持续人传人风险很低”，多次强调“疫情仍可防可控”。直到 1月 20日感染者急剧增加 136人，武汉市的最新通报才首次不再提及上述说法，

但仍未给出定论。 

　　人传人的肯定结论，是 1月 20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给出的（相关链接：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这次访谈

还披露了其他重要信息，包括：此次感染才刚刚开始，还在爬坡期，传染性与毒力以后会怎么样，现有病死率并不能说明全面（情况）…… 

　　这些大众极为关注，对于防控疫情也极其重要的信息，与此前的“可防可控”并不相同，突然释放出来不仅令外界震惊，对其披露节奏也难以

索解。钟南山在访谈中强调疫情发展变化很快，认识是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而对疫情的冷处理，也应该有担心大众恐慌的成分。不过无论如何，疫

情信息的淡化客观上导致了公众与公共部门对疫情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这对于控制病毒传播的影响有多大，目前尚未可知。 

　　疫情刚刚发生后不久，1月 3日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在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1月 4日，香港特区政府也启动“严重”应变

级别。与之严阵以待相对应，内地却始终波澜不惊。公共场所未见民众普遍有佩戴口罩等自保行为；春运开始，公共交通部门也不见有更多防患举

措，比如武汉每天 76趟列车抵广州，铁路与车站连体温检测都没有。在疫情重地武汉，更是一派歌舞升平：1月 18日，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开席；1

月 20日，武汉 20万张文旅惠民券开放免费预约…… 

　　然而，波澜不惊、歌舞升平却不能阻止病毒的扩散。1月 20日病毒感染者人数突然剧增，让人惊心，也引起高层关注。当天，中央最高层表态，

相关主管部门做出具体部署，再晚些时候，武汉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成立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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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已成舟，能够正视疫情严重性，及时采取行动也是亡羊补牢之举。当下应加大准确信息的传播力度，引起民众重视，从日常洗手、戴口罩起

做好防护（相关链接：胡舒立：遏制武汉新型肺炎蔓延，公众可以做什么？）。对于一些风险暴露较高的职业，当做更多保护，切莫再有为稳定民

心不允许佩戴口罩之举。此外，口罩热销，涨价，甚至断货，也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及早组织生产。 

　　与此同时，国家已明确将此次病毒性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相应级别的防控措施当赶紧部署，尤其是公共场所及交通部门，希

望能尽早看到包括测温、提供防护设备等举措，如此一定程度也能引起公众重视。春节在即，人口大规模流动，公众能否有意识加强防护对于疫情

防控无疑有重大作用。 

　　类似万人宴的荒诞之举自当杜绝，疫情之下歌舞不应升平，安稳民心只能依靠信息公开与抓紧行动。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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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新型冠状病毒令投资者紧张不安 听听市场观察人

士怎么说  

2020年 01月 21日 13:50 来源于 财新数据通 

“鉴于股市一直在强劲上涨，可能有获利回吐和削减头寸。这种抛售可能引发了其他寻求卖出的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进而意外放大了跌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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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声明：公司实习生排除感染武汉肺炎  

2020年 01月 21日 13:48 来源于 财新网 

1月 21日中午，完美世界在官微发布声明称，公司澄清目前已排除出现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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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完美世界公司确诊一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完美世界 1月 21日中午在官微发布声明称，公司目前已排除出现冠

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病例。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珠海一家三口确诊案例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 

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肺炎；北京朝阳医院现伤医事件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法治化轮廓初显 

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钟南山：武汉新冠肺炎已感染 14个医务人员 

香港现 106宗疑似武汉肺炎 实施武汉来港旅客健康申报 

钟南山谈新型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 

　　【财新网】（记者 冯禹丁）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完美世界公司确诊一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完美世界 1月 21日中午在

官微发布声明称，公司目前已排除出现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病例。 

　　该声明称，1月 20日晚以来，有关“完美世界确诊一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公司澄清目前已排除该

疾病。具体经过如下：1月 20日晚，完美世界收到消息，一名实习生在 20日返回老家后，因身体不适到当地医院就诊，院方

怀疑感染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经查血液体液后，该实习生被通知确诊，立即被当地医院隔离。收到消息后，完美世界当晚立

即内部通知次日全员放假，并进行楼宇整体消毒，为仍然坚守岗位的少数员工测量体温和发放口罩等防护物品。1月 21日上午

最新消息，疑似病例的实习生经当地医院进一步检查，已排除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可能，目前正在治疗恢复中。公司也正与政

府主管单位及疾控中心密切沟通，并同步最新信息。 

　　此前 1月 20日，一名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实习生发朋友圈称，自己确诊感染了冠形病毒，“我算北京市

第四例、嘉兴市第一例，今年过年在医院过了。”随后完美世界紧急启动应对措施，公司人力中心发内部通知称，公司主楼一

名实习生在返回老家后，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公司决定于 1月 21日开始提前放假，未完成工作尽量在家完成。 

　　1月 21日上午，该实习生在工作群里称，“同学们，我 CT没问题，不是冠状。” 

　　完美世界公关总监张红华 21日上午对财新记者表示，该实习生目前还在老家一所医院就诊，昨天他以为自己是疑似武汉肺

炎发了朋友圈，“虚惊一场，排除（武汉肺炎）了”。 

　　1月 21日凌晨，完美世界公司还向员工发送了一份常见问答（FAQ），其内容显示，该实习生没有参加公司年会，经核实

也没有去过武汉。公司强烈建议老家在武汉的同事，“不要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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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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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午盘：医药板块一枝独秀 沪指放量跳水跌 1%  

2020年 01月 21日 11:30 来源于 财新网 

超级真菌概念股继续上涨，沪指休报 3063.56点，跌幅 1.04% 

 

行情数据由财新数据提供 

相关报道 

今日收盘：科技板块领涨 沪指放量上涨逼近 3100点 

今日收盘：医药板块领涨 沪指震荡微涨 0.05% 

今日收盘：科技股逆势走强 沪指三连阴跌 0.52% 

今日收盘：在线教育概念股走强 沪指缩量下跌 0.54% 

今日收盘：周期股集体走强 沪指震荡下跌 0.28% 

今日收盘：沪指走强重回 3100点 新能源汽车多股涨停 

今日收盘：白酒股重回领涨 沪指 V型反弹小幅收跌 

今日收盘：美伊局势缓和 沪指涨 0.91%逼近 3100点 

今日收盘：中东局势推升避险资产 沪指跳水下跌 1.22% 

今日收盘：传媒板块掀涨停潮 沪指拉升重返 3100点 

　　财新网 1月 21日电：超级真菌概念股继续上涨，沪指休报 3063.56点，跌幅 1.04%。 

　　1月 21日，沪深两市低开低走。盘面上人气萎靡，休闲服务、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领跌两市，沪指一度跳水跌逾 1.3%，

午市休盘前跌幅有所收窄。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增加消息影响，医药板块成为唯一逆势上涨的板块，鲁抗医药、神奇制药

等个股掀涨停潮。盘面上多数飘绿，休闲服务领跌。题材概念方面，超级真菌、口罩、流感等概念集体领涨。两市成交量较上

一交易日略有放量。 

　　沪指休报 3063.56点，跌幅 1.04%；深成指报 11010.50点，跌幅 0.95%；中小板指报 7182.53点，跌幅 0.76%；创业板

指报 1971.51点，跌幅 0.54%。 

　　沪市成交 1788.98亿元，深市成交 2535.62亿元，两市合计成交 4324.60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 4117.94亿元略有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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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面上，截至午市休盘仅医药生物板块逆市涨仅 1.5%，其余板块皆飘绿；休闲服务领跌，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食品饮料

跌幅居前。题材概念方面，超级真菌、口罩、流感等概念涨幅居前；电子发票、澳交所、白酒等概念跌幅居前。 

　　消息面上，据新华社消息，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

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市 5例，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川省 2例，云南省 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 1

例，山东省 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 1例。 

　　习近平主席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 

　　1月 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有效遏制

疫情；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报，部署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当地时间 1月 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瑞士达沃斯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在下调 2020年和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的同时，将中国 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2019年 10月时的 5.8%上调至 6%。 

　　修订后的证券法将于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新证券法的施行，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月 21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0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采编：记者 覃洁 陈曦 

责任编辑：覃洁 | 版面编辑：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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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一家三口确诊案例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  

2020年 01月 21日 10:11 来源于 财新网 

各地首个病例的确诊通报时长，或有所缩短。从病人就诊到确诊通报公布，深圳案例用了 15天，珠海案例用了 5天 

 

1月 20日，广东省珠海市卫健委晚间通报，该市确诊一个“人传人”案例。一对父母从武汉到珠海女儿家探亲，一家三口都感染了

“武汉肺炎”。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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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法治化轮廓初显 

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现 106宗疑似武汉肺炎 实施武汉来港旅客健康申报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境内外确诊 295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财新网】（记者 黄姝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频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趁势传播。广东省珠海市卫健委 1月 20日晚间

通报，该市确诊一个“人传人”案例。一对父母从武汉到珠海女儿家探亲，一家三口都感染了“武汉肺炎”。 

　　1月 11日，78岁的父亲、76岁的母亲从武汉出发，乘坐高铁到珠海 49岁的女儿家。1月 15日，父亲感到不适就诊，1

月 17日转送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母亲与女儿也先后出现发热等症状。次日，病人由医学观察转为隔离治疗。官方通报披

露上述发病过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输入性特征，即疫情初期病人都和武汉有关。接近珠海病患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对从“武汉过

来的病人”，医生们都会格外留意。上述来自武汉的患者被查出疑似症状后，医生即将其妻子、女儿“都叫过来检查”。 

　　前述公告称，珠海市疾控中心对三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采集样本送往省、国家专业机构。结合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

状、实验室检测结果，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诊断专家组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 1月 20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现了

“人传人”现象。“在广东有 2例，肯定的是传染，没有去过武汉，但家人得病回来以后传给他。”钟南山说。 

　　广东省是仅次于武汉的全国第二大疫情集中地。截至 1月 20日 18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

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有 198例，广东省有 14例。 

　　1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深圳出现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月 20日，广东卫健委消息

称，省内病例增加 13个，除上述 3例在珠海外，另外的分布在深圳（8例）、湛江（1例）、惠州（1例）。其中，11例有武

汉居住或旅行史，2例与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近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报告逐日攀升，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2019年 12月 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通报出

现肺炎疫情。1月 11日，武汉市卫健委披露，初步诊断当地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1月 19日，武汉市累计报

告的肺炎病例增至 62例。1月 20日，疫情通报扩散至全国，武汉上升至 198例，北京市、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上海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山东省都出现疑似或确诊感染。 

　　1月 19日，武汉市卫健委举行发布会。会上消息称，近日国家相关科研机构迅速研发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湖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病例数量因此突然增加。 

　　财新记者获悉，此前国家卫健委下发了相关工作要求，规定在武汉市以外地区出现疫情，首个病例确认时要逐级上报。确

诊程序包括：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断方案（试行）》的病例定义；省级疾控中心初筛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与已知的

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再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下设的诊断组评估确认。最终，由相关省份予以公布。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卫健委向出现疫情的省份派驻了专家组，对上报病例进行确诊。他表示，一般医生很难对“不明

肺炎”轻易下判断，确诊有一个过程，发病量或因此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财新记者梳理官方通报发现，各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通报时长，或有所缩短。深圳市首例患者于 1月 4日入院

就诊，于 1月 19日确诊，前后耗时约 15日。珠海市首例患者即一家三口中的父亲，从 1月 15日就诊到 1月 20日确诊，时

间缩短为 5日。 

　　钟南山等专家日前曾在武汉调研。1月 20日，钟南山表示，疫情现在还处于起始阶段。“昨天跟前天情况不一样，前天跟

大前天情况又不一样，特别是昨天比较正式地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还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钟南

山说。 

　　他认为，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原因多种。一方面，认知疾病有一个过程，检测速度加快；另一方面，确诊流程改进，之

前是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者国家部门严格鉴定。“现在的考虑不太一样，两次检测有阳性就可以定，这也是一个原

因。”钟南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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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卫健委 1月 17日发布的通知显示， 第二例及以后病例，由广东省疾控中心初筛，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由广东省

卫健委确认并予公布。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责任编辑：贺信 | 版面编辑：杨胜忠(ZN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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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专家：已获新冠病毒序列 重点关注病毒是否“持续”

传染  

2020年 01月 21日 10:09 来源于 财新网 

即是否有二代、三代传播；疫苗研制需数月甚至数年，将须依赖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防治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专家称已获得来自中国的病毒序列，但疫苗研制需数月甚至数年，将须依赖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防治。

下一步重点关注病毒传染是否是“持续的”，即是否有二代、三代传播。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法治化轮廓初显 

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现 106宗疑似武汉肺炎 实施武汉来港旅客健康申报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境内外确诊 295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新型冠状病毒引医药股大涨 口罩和感冒药销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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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驻华盛顿记者 张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专家称已获得来自

中国的病毒序列，但疫苗研制需数月甚至数年，将须依赖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防治。下一步重点关注病毒传染是否是“持续的”，

即是否有二代、三代传播。 

　　北京时间 1月 20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武

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证实了有人传人的传染，也证实了有 15名医务人员的感染。 

　　对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下属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长、免疫控制实验室主任弗契（Anthony 

Fauci）美东时间 1月 20日对财新记者表示，医护人员被感染，说明有更加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病毒是可以人际传播。当前更

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传播是否是“持续”的，即是否有二代、三代传染。 

　　弗契表示，当前情况变化非常快，目前还没证据显示这是“持续”的。如果有二代、三代传染的话，将会很严重，因为这

意味着这将会更加迅速地传染。 

　　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官网称，CDC 已开发出一种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试，可以诊断

2019-nCoV，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目前，必须在 CDC对该病毒进行测试，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内，CDC将通过该机

构的国际外部试剂资源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共享这些测试。 

　　不过，CDC官网上对当前情况的总结未更新已有中国医护人员遭感染的情况，描述仍是“迄今为止，尚未有该病毒从患者

传播到医护人员的报告”。1月 20日，财新记者就最新情况联系 CDC，截至发稿，仍未得到回复。 

　　CDC从 1月 17日开始在纽约肯尼迪、洛杉矶和旧金山机场针对来自武汉的乘客筛查的规模。 

　　弗契当日早些时候对 CNN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源头以及病毒发展的方向。弗契称，NIH已获得来自中国的病毒

序列，已开始将其转化为可开始使用研制疫苗的形式。但是，要研制出真正可以实际使用的疫苗，将需耗费数个月甚至数年，

所以不会有现成的疫苗可以使用，将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良好公共卫生措施”。 

　　自从 2019年 12月 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答案一直模糊。最早是“没有

明显人传人的证据”，而后当境外病例出现，武汉等方面又表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很低”等说法在不

同场合反复被强调。 

　　到 1月 20日感染者急剧增加 136人的武汉市最新通报中，“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等说法终于首次退出视

野。（详见“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弗契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 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一样，都是源自从动物污染源到人类的跨物种传播，都是冠状病

毒。不同的是，目前来看，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症状轻微，死亡率远低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和中

东呼吸综合征（MERS）。 

　　弗契表示，政府应对疫情保持高度警觉，监控情况，尝试尽快诊断病例。并保持公开透明，实时更新病例报告。民众应保

持典型的卫生习惯，即尽可能多地洗手，戴口罩，避开可能有重病患者的人多的地方。远离有动物的潮湿露天市场。确保彻底

煮熟所吃的食物。 

　　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

市 5例，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川省 2例，云南省 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 1例，山东省 1例）。日

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 1例。 

　　另据健康上海官博消息，1月 20日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公告称，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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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马克和麦肯德里克的传染病数学理论标志着一场医学思想革命，它为了解感染性疾病的重要动态提供了一个现实框架 

 

诺奖得主希勒的《叙事经济学》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克马克和麦肯德里克（Kermack and McKendrick，1927）的传染病学模型，分

析了什么因素能引发那种最终可波及很多人的大疾病。 

相关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法治化轮廓初显 

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现 106宗疑似武汉肺炎 实施武汉来港旅客健康申报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境内外确诊 295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财新网】[编者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众所关注。流行病自有其消长规律，在稳定舆情以及医疗防治上依据规律采取

应对措施可起事半功倍之效。诺奖得主希勒的《叙事经济学》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克马克和麦肯德里克（Kermack and 

McKendrick，1927）的传染病学模型，分析了什么因素能引发那种最终可波及很多人的大疾病。本文摘自《比较》第 92辑。] 

　　克马克和麦肯德里克（Kermack and McKendrick，1927）的传染病数学理论标志着一场医学思想革命，因为它为了解感

染性疾病的重要动态提供了一个现实框架。他们的超简单模型将人口分成三类：易感者、感染者和痊愈者，因而又被称为 SIR

模型或仓室模型（compartmental model）。S代表易感者，指未得病但容易受感染的人。I表示感染者，指染上传染病并主

动传播该病的人。R代表痊愈者，指曾经患上这种疾病但因病愈而具有免疫力或不再传播该病的人。假定总人口数量 N=S+I+R

为常数。 

　　克马克—麦肯德里克传染病数学理论的关键思想是，在完全混合的群体中，流行病感染者的增长率等于恒定传染率 c（>0）

乘以易感者数量 S加感染者数量 I减去恒定痊愈率 r（>0）乘以感染者数量所得的值。每次易感者遇到感染者都有染病的机会。

每单位时间的接触次数取决于人群中易感者与感染者成对的数量。假设疾病的痊愈简单地以指数衰减方式发生，而不是遵循更

一般概念下相对固定的病程时间表。三等式的克马克—麦肯德里克 SIR模型可表述如下： 

dSdt=-cSI 

dIdt=cSI-rI 

dRd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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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某一想法的口头传播。此处，传染率是时间的分数，对故事感兴趣并接受故事的感染者，在

接触之时有效说服易感者进一步将故事传播出去。特定人物受感染前可能需要多次接触。去除率（removal rate）可以称为遗

忘率或简单的记忆衰减率，不过还存在一种线索性遗忘。当其他流行故事逐渐从这则故事中消失，记忆的线索变得模糊时，也

会发生这类去除；这样的故事似乎关联性差且不够恰如其分，甚至表面上违背了现行理论和偏见。如模型所示，倘若传染率和

去除率是叙事的内在因素，那么假设它们都不随时间变化也是合理的。由于信息传输误差（transmission erro），忽略基本利

益价值的错误复述极难存活，参数 c即代表故事核心利益价值的成功传播。 

　　在现代，即便传播媒体已经使直接的面对面思想交流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模型也依然是切实可行的。无论人们以什么方

式建立联系，此核心模型都能适用。 

　　这个模型提示，感染者和传染者人数从最初的小数量开始，沿着钟形曲线先上升然后下降。某种大幅减少的古老疾病的突

变，可能只产生单一感染者，在疾病感染到足够多的人从而引发公众关注之前，会出现一个滞后，如果传染率 c很小，则滞后

时间可能会很长。接着流行病会攀上高峰，然后下降到最终结束，而且在所有人都被感染之前，感染率或去除率不起任何变化。 

 

图 2克马克—麦肯德里克 SIR模型的解，N=100，I0=1c=0.005，r=0.05。 

　　图 2展示了上述三个方程暗示的一个例子，N=100人，任何一次接触时每单位时间的感染传播都很小：I0=1c=0.005，

r=0.05。在这种情况下，几乎 100%的人最终都会被感染。在实际流行期间，公众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感染者的数量上，图中有

一条看起来向右开口的钟形曲线。 

　　并非每个人都会染病，有些人由于没有遇到有效感染源而得以避免，还渐渐变得愈发安全，毕竟随着人们战胜疾病并产生

免疫力，感染者越来越少，因此没有足够的新接触机会充分制造新的感染者以维持疾病的增长势头。最后，感染者可能销声匿

迹，人群中几乎只剩下易感者和痊愈者。 

　　什么因素能引发那种最终可波及很多人的大疾病（总感染量和痊愈量以 R∞衡量）？这是两个参数之比 c/r的函数。随着时

间的流逝，患病人数趋于极限 R∞（称为流行病的规模）并严格小于 N。直接从第一和第三方程式得出 dS/dR=-（c/r）S和初

始条件 I0，其中 S=（N-I0）e-（c/r）R，由于 I∞=0，N=S∞+R∞，所以： 

　　c/r=R∞-1log（N-I0/N-R∞）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 c和 r，就能得出 I0到 N之间的任何流行病规模 R∞。无论 c或 r的水平如何，c/r越高，对应的流行病

规模 R∞越大；而如果 c越高，且 c/r保持恒定，则流行病的传播越快。如果将 R∞>N/2定义为“病毒扩散”，那么当 c/r>0.014

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就会看到病毒扩散。 

　　将参数 c和 r乘以任意常数 a，则 S（at），I（at），R（at）满足相同的方程式。这意味着，根据参数 c和 r，如果调整图

2的标度，可以生成看似相同的快速和慢速流行病图形。倘若改变 c/r，还可以获得发作了几天并波及 95%人口的流行病，蔓延

了几十年并波及 95%人口的流行病，发作了几天但仅波及 5%人口的流行病，抑或蔓延了几十年却仅波及 5%人口的流行病。不

管怎样，在调整标度后，我们都能看到和图 2相似的驼峰形感染模式。 



　　克马克—麦肯德里克 SIR模型（1927）成为流行病数学模型的起点，90多年来产生了大量文献。基本的 SIR仓室模型被

修改，纳入了免疫力逐渐丧失的情况，由此痊愈者又会慢慢转变为易感者（SIRS模型）。这和上述的 SIR模型相同，只不过第

一个方程的右边增加了+sR项，第三个方程的右边增加了-sR项，其中 s（>0）是再次易感率。在这个模型中，根据参数，感

染者的路径可能看起来与图 2相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一条非零的水平渐近线，也就是说，感染者永远不会消失。SIR

模型也可以修改为易感者和感染者接触导致暴露者 E增加（第四仓室），这类人后来变成了感染者（SEIR模型）。模型还被修

改为考虑了治疗后局部免疫、新易感者诞生、传染性极高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地理传播模式等因素。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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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法治化轮廓初显  

2020年 01月 21日 07:23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10） 

　　 随着高层的强势介入和中间层的具体部署，“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法治化轮廓初显，接下来就要看基层如何执行了 

 

2020年 1月 20日，对于此前尚处于“云山雾罩”状态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来说，或许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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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钟南山：武汉新冠肺炎已感染 14个医务人员 

境内外确诊 295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财新网】/火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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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最受瞩目的是最高层表态“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及时发布疫情信息”，从而明确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治的目标、手段和方向。 

　　这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五条举措，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 

　　这一天，分管副总理孙春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再度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纳入乙类传染病、

采取甲类管理”。 

　　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2020年第 1号公告称：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局进一步解释称，“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是基于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病原、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等特点的认识，报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至此，可以说，此前尚不为公众认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经有了明确定性。随着高层的强势介入和中间层的具体部署，“新冠防控”

法治化轮廓初显，接下来就要看基层如何执行了。 

　　何谓“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中国法定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特指令人闻之变色

的鼠疫和霍乱，乙类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20余种，丙类包括流行性感冒等 10余种。 

　　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对三类特定的乙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

措施；对于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如果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

后予以公布、实施。通俗说就是“低级别的病，高级别地管”。 

　　此次源于武汉的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被发现于 2019年 12月 8日。到 2020年 1月 20日，已过去了整整 43天。在这 43天内，诚如分

管副总理所言，“这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媒体亦冠之“不明原因肺炎”。但“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肺炎”却并不应该构成管理缺位的抗辩

理由。 

　　此前一天的一则消息可以佐证。2020年 1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披露，“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上述消息和事后的官方举措足以证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当并且被认定属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并

且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从而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纳入法

治轨道，实现了“有法可依”。 

　　“新冠防控法治化”自有其实质内容。如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之后，各级政府、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依法采取病人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系列防控措施，共同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传播。特别是在春节即将来临、春运正在进行的时刻，无疑更加需要社会各方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密切配合，才

能真正取得实效。 

　　但在过去的 43天之内，仍有诸多可商榷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传染病疫情公布制度在实施中的缺陷，会使得公众的知情权不能及时得到尊重

和保障，从而容易陷入恐慌。 

　　有受访者认为，纵然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经研究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以“人传人”并依法上报，但按照现行法律，传染病疫情

等相关信息仍需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 

　　在现实中，如果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顾虑较多，也可能在部门协调中遭遇“扯皮”；如果总是习惯于“捂住盖子不出事”，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果凡事总要看上级风向，也常常会坐失良机。 

　　因此，如何解决部门协调和疫情公布制度等各环节存在的权力边界不清晰、操作过于死板等问题，如何结合 SARS防治经验，依照修订后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的“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精神，及时、准确公布相关信息，仍需要从实践中加以总结，并在未来的修法中得以体现。 

　　当然，“新冠防控法治化”目前只是勾勒出了大致轮廓，更加丰富而详实的内容仍需与时俱进、加以补充。正如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所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现在的病死率不能说明全面的问题，还得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发展，我们还是应该提高警惕，因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刚刚开始，正处于一个爬坡的阶段”。而“新冠防控法治化”也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基、助力。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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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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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15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 01月 21日 07:15 来源于 财新网 

另有 1名为疑似病例。16例患者中，危重症 1例，其余病情稳定，均已隔离治疗 

 

目前，武汉市共有 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 1名为疑似病例。16例患者中，危重症 1例，其余病情

稳定，均已隔离治疗。 

相关报道 

香港现 106宗疑似武汉肺炎 实施武汉来港旅客健康申报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境内外确诊 295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新型冠状病毒引医药股大涨 口罩和感冒药销量大增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财新网】目前，武汉市共有 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 1名为疑似病例。16例患者中，

危重症 1例，其余病情稳定，均已隔离治疗。 

　　据武汉市卫健委消息，医务人员是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为确保医务人员健康，近日，武汉市就加强各类医院的防控措施，

严格控制医院感染，强化医务人员防护，关心关爱医护人员等方面再次进行部署，加强对医务人员健康的日常监测，对疑似病

例及时进行检测和救治。（完）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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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武汉新冠肺炎已感染 14个医务人员  

2020年 01月 20日 23:44 来源于 财新网 

目前疫情表现出三个特点：95%以上的患病者都跟武汉有关系，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际传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被感染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财新网】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院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有 14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钟南山院士表示，目前疫情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95%以上的患病者都跟武汉有关系，去过武汉，从武汉来；第二，目

前已经证实了有人际传染，是在两个地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武汉，证实有人传染人的病例。第三，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被

感染，围绕着有新型冠状病毒病人的护理，有 14个医务人员被感染。（完） 

　　附：2020年 1月 20日下午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答记者问（实录） 

　　1月 20日下午，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国家卫

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等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题 1：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想问武汉市 2天内确诊 139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北京和

广东省也有病例发现。请问钟院士，您怎么看当前的疫情形势？ 

　　钟南山院士：我想当前的形势，从它的地理分布、感染人群的地理分布是跟武汉海鲜市场关系很密切。当然现在在武汉有

关的部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很快地就把野生动物市场关闭了。这个所谓的海鲜市场相当多的是野生动物，关闭了以后，陆

续还是又出现了有感染的病例。同时，大概在全国四五个省市，然后国外都发现有这个关系，（几乎）都跟武汉有关系，去过

武汉、从武汉来。证实了有人传人的传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 

　　正因为有这么几个情况，我们觉得对它的研判，已经不是偶然的、散在的疾病了，而且它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动物传人。

现在还出现有人传染，还有发生。在广东有 2例，肯定的是传染，没有去过武汉，但家得病以后回来以后传给他。一个地方爆

发，其他地方是散在的，不能说中国爆发。因为这个定位对媒体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就流行病学的状态，我们有流行病学的专家，现在是在起始阶段。我们 6个人昨天去了武汉，昨天跟前天情况不一样，

前天跟大前天情况又不一样，好像看起来这个变化。特别是昨天比较正式地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还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

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 

　　那么同时，当然多种原因，刚才你的问题核心的是什么，现在怎么那么多了，原来 40多个，现在 100多个，光是局部的，

我想还是有多种原因。 

　　第一，这个疾病有时对它的认知有个过程，现在检测能够比较快地检出来，这是一个，不是全部。 

　　第二，大家在研判的过程中，现在你要定它的话，以前是从国家的 CDC，或者国家部门严格地鉴定以后才可以。现在的考

虑不太一样，因为两次的检测有阳性你就可以定，这也是一个原因。 

　　作为我们来说，原来是四五十例，现在是 100多例，是不是增加的极为迅速，不能这么讲，一个新发的疾病在早期是有一

个过程。 

　　医务人员受到感染，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当然这个病前来很难跟非典开始来比较，病情比较轻，肺部的情况还是不像

非典，病毒性肺炎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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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光：因为这病从发现到现在还不到 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可以说我们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我们可以说是分离了病毒，搞新的序列。另外临床上做了救治，在流行病学上是最辛苦的，也在国家疾控中心的高

福主任亲自带队去溯源，一会他会介绍。对这个病，一个疾病对开始的认识有一个潜伏期已经测定了，因为确实是不容易，有

的病存在了几十年也不一定完全搞清楚了。我们发现这个病对它的认识，我用一句话来说，日日更新。我们从参加专家组以后，

昨天的认识和前天认识不一样，今天的认识和昨天的认识不一样，这是传染病早期的特点，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既然叫传染病，如果这个病没有人传染，我倒觉得惊讶，我们认识了那么多传染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型，叫一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 

　　另外疫情的情况，第一是武汉市，第二全国，这是不一样。我对武汉市做了很多的控制，一起来就暴露于华南海鲜市场高

浓度的病毒暴露，那么多人突然感染了，我对这个的话感染远远超过了一般人传染，短期内出现病毒。现在都算早期，就发现

了人传人的现象，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发现了就马上要向大家公布。我自己觉得对武汉市来讲，它是属于把这个传播进入了一

种社区传播的早期。别看 100多例，相对于武汉市 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现在采取措施，

完全是可以逆转的。 

　　你在武汉，现在这个病毒新传染病我们认为可以人们普遍没感染，但现在还没有发现年轻人、儿童、学生，说明还感染到

这。另外老年有感染，这是一个重点。处于早期必须得加强防控措施，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从专家的角度，我们希望春节人

口流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希望人群因素，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这是我们做的贡献。

我可以说，这不是官方的号召，是我们专家一些建议，专家组的一些建议。 

　　对全国来看，从武汉来讲它就是一个输入病例，现在都没有发现输入病例再传染，我觉得这个点是一个节点，我们只要控

制不发生第二代病例迅速破灭了，更不能出现第三代。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强行动，迅速防控起来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病，因为是我们交过手的很多传染病的一个，过去很多传染病被我们打败了，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对手。我觉

得老百姓应该相信我们，已经很明显的进步了，国外宣布是他们发现的，我们现在国家疾控中心迅速能够控制。 

　　另外，现在也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混乱，都很有序，我就先说这些！ 

　　高福：记者朋友们好，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在一线。就像刚才讲的，认知这样一个新发的病有一个过程，并且是一

个科学过程。我们有各方证据，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病毒也在变，病毒在适应环境，在适应人类。 

　　在我们认知的过程中，首先大家知道由于科学的进步，由于 2003年以来我们国家疾控系统的建设，科研的飞速进展，党中

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我们这件事情一直处理的非常好。在很短的时间，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把病原找到了。我们也看到了

病原的真身，用电子显微镜，为什么叫冠状病毒？长的像皇冠一样。 

　　大家也看到关闭这个市场，我们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已经找到了有证据。比如说我们怀疑有野生动物销售的东西，它那个

环境里检测到有这个病毒。当然传染源还不明确，找不到具体是哪个动物，具体不明确。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科学是知

识不断积累、不断认知的过程，我们也是根据过去对整个这一类的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应该说是第 7个，过去我们知道 6

个，其中包括非典。他们都是从某个哺乳的动物来，野生动物来，中间有一个宿主，然后再感染人类。过去是这么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这次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基因组测序出来了，知道它的祖宗是谁，基因是哪来的，又分离了病毒，看到了病毒，大概

是这么一个过程。根据它的特点，不是非典也不是莫斯，根据它的相似形我们推测会有野生动物在里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所

以我们做了溯源动物。 

　　这个病原为什么我们推断它的来源一直聚焦在华南海鲜市场。现在看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最早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非常清晰，从动物跳到人类，有适应性变异，就有有限的人传人。我们公

布的消息都是这样，武汉卫健委。现在每天都在病房，我们的防控措施和对它的认知，就是和病毒做一场赛跑，发现有人传人

了。 

　　大家相信有这样科学的认识、科学的认知，我们会科学防控、科学处置，所以大家不要慌。 

　　问题 2：健康报的记者，请专家组回应一下现在病毒是不是有变异？ 

　　袁国勇：我们这个病毒是（英文），它的基因变异性很快的，所以你问有没有变异？目前的变异，当它由从这个动物到人

类，一直有变异，因为它要适应，所以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我听很多人说这是非典，对不起，这不是非典，新型冠状病毒。因为我们科学家发布了（听不清），虽然它还是和

蝙蝠非典和人类的非典是一个层次来的，但是它是不同的。我们记得有非常大的分别，我们是贝塔冠状病毒。因为每一个病毒

有这么多基因的差别，它的情况在临床的情况、流行病学的情况非常不同。所以将来会怎么发展，我们还是要大量的流行病的



条件下，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提高发展，人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有什么影响，我们阶段性不清楚，但我们所有的科学家医生

都为（听不清）破解这个病毒的特点。 

　　第二，我们和钟南山院士说的，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人传人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武汉市以外都有病例，

代表什么？武汉里感染的居民、速度，可以影响武汉外，所以外面有病例，在深圳、泰国、日本都有。我又说这个情况，有时

疫情的风险已经提醒了，人口的迁移可能会增加风险。所以我对所有我们的同胞说，我们经过 17年，无论在疫源感染控制，都

已经增加很多，我们不要恐慌。但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疫情，因为每一个都提醒我们对这个病和对它的防御，我们是不用怕这个

病的。 

　　最后，我又说因为病毒引起的肺炎和动物跳出人，要从人与人之间传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还可以从一个地方去很远的

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去呼吸空气。如果你要发烧，喉痛、咽痛，请你戴口罩。如果你刚刚从武汉回来，

不舒服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刚刚从武汉回来。因为我们记住这个情况，作为医生针对性地检查和治疗，对家人、对这个社会都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不应该吃野味。我们一定要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命和他们栖息的地方，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同一个地球圈里的居民。 

　　问题 3：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老百姓关心怎么去预防这个病？如果生病了，

关心能不能治好？ 

　　袁国勇：基本上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一定要（听不清），我们一定要戴口罩，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的眼睛、鼻子、口，

也一定要注意卫生。如果曾经去过武汉，回来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一定要告诉医生什么情况，一定要做针对性的措施，因为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动物的源头是哪一个。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病毒的时候，找钟南山院士就可以了。我们 2003年的时候和

2012年中东的病毒，有一个药（听不清），所以两个冠状病毒都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相信应该是有效的。 

　　这样有一段时间以后，很多病人已经好转了，拿他们的血型，看他们有没有抗体。通过抗体去帮助这些病人。因为我们很

多对付病毒的方案已经在了，我们相信我们的仪器。 

　　李兰娟院士：刚才我们钟院士已经疫情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介绍，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水平

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能够尽快地把病原检定出来，发现在什么地方。应该说我们国家从非典以后已经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控体

系，每个医院都有发烧门诊，对此我们也有检测手段。尤其这次新的传染病来了以后，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把试剂研究出来。到

医院以后检测以后，它有没有到武汉出差，有没有相关病人的接触史，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检测出来全部阴性就排除了。阳性

也不要怕，尤其我们各个省都有定点医院，都有肝病防控的医院。前段时间专家组已经制订了防控治疗的方案，最最重要的是

对已经接触过的人感觉到不舒服，有发烧要及时到医院去。 

　　这一次总体我看情况有一批量的人出现发烧，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就去查为什么发烧。所以反过来问海鲜市场是不是有什

么问题，把这个病毒跟海鲜市场的病毒分离出来，这样就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现在国家这一套病原学检测、全面的防控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现在来讲最重要的是对一些病人，在武汉有发烧的病毒，

这套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全国各地也都已经建立这样一套安全门诊的防控体系。最重要的是门诊，就是医学的检测之后，确实

是的也有一套治疗方法。我们这么多病人治疗过来，也有一套抢救方法，很多病人我们也都抢救过来。总体来讲我们国家的救

治队伍还是比较完善，国家省市的专家组织液比较完善，包括有专家的会诊。 

　　大家不要怕，即使得了也不可怕，及时到医院去，因为我们国家医疗卫生的发展非常快。我认为新闻媒体应该报道医务人

员非常辛苦，日日夜夜守护在病人身边，所以医务人员白衣天使的精神我希望媒体们能更加地关注。真正的医务人员都是围绕

病人，不惜家庭、不惜个人的安危都在救济病人的第一线。对于那些伤医的事件也应该坚决地制止，医务人员都是为了病人努

力地救治。 

　　问题 4：我是新华社记者，您对做好当前疫情防治工作有什么难点，又有什么建议？马上春运了，对人口的流动是否有一些

预警的提示，对后期病情的发展有什么研判？ 

　　钟南山院士：因为一开始讲了，它是在武汉地区有一些报告，防控还是要针对武汉。除非极为重要的事情，一般我们不去

（武汉）。首先对武汉减少输出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一个是输出，一个是外面防止感染。武汉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口岸检查，

火车站、机场筛查检测这么一个措施。也就是说，首先还是体温，要是有些症状，特别是有体温不正常，我们的建议这些人应

该强制性的，不要离开，不要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当然了，刚才院士也讲到戴口罩防治，这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出的话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确实我们在珠海这俩夫妇在离

开武汉的时候症状并不是很明显，结果后面检测它的女儿也是。 



　　因为现在来说防控，预防和控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早发现、早诊断，还有治疗、隔离，这是最有效的、最原始的办法。假如

说对这些已经诊断，或者将要确诊的病人进行有效地隔离，这也是极为重要。这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很重要。 

　　刚才李院士也谈了，我们这次也提出来，而且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我们在不同的地区要开展研究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没

有特效药。说实在的，17年前的非典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特效药，非常难。但现在确实在做一些实验观察，刚才袁院士讲到对冠

状病毒的有一些，我们正在进行动物的研究观察，同时对一些侯选的中药进行观察。这是一边在治疗，不能靠碰，科学研究要

跟上，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步措施。 

　　所以刚才你的问题，对前景有什么看法？各政府的领导要负起责任来，不单纯是卫健委的问题，而是政府领导要把这个责

任担起来。 

　　现在处于一个节骨眼上，春节期间这 40天，我们估计得病的人数还会有增加。但是刚才几位都讲了，我们不希望这个波会

呈链式的发展。要防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它的传播，要害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一些超级传播者，这些超级传播者，生物规律

很难说，怎么会在体内变成超级传播者这个不清楚。假如说能够得到很好的限定给予预防、隔离、观察，不让它传播的话，那

我们超级传播者产生的几率就降低。 

　　在春节期间会有增加，但不是增加的很多，这样的话经过一段以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慢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这是最理想的。如果现在不提高提醒，领导、政府、医务人员、社会都关心，我们属地领导要负起责任，谈到这个我们是有信

心把它控制。 

　　另外我本人是很有信心，不会重复 17年前的非典。这个我们也就花了 2周就定位在新型冠状病毒。这些再加上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监控以及隔离的制度，我不相信它会像 17年前非典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的损害。 

　　问题 5：对于春运出行的民众来讲，有什么提示吗？ 

　　钟南山院士：你适不适合春运出行，自己都有发烧还去？在武汉就更是了。假如说真的有发烧，还要回家的话，监测到了

以后应该强制性地，不允许他们出去，这是要提高级别，不是劝他不要出去。 

　　首先我们自己出去要有一个适合出行的状况，你说有点发烧、有点不舒服，那还出去不合适。 

　　比如说注意洗手、保持睡眠等等，我想没有什么特殊的。当然春运有这么一个过程，火车非常挤，现在已经生病了，而且

很多人已经出去了，这是目前不见得有特殊的办法。现在各个点都在加强发热的监测。 

　　曾光：我再补充一点，关于对疫情的提示，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看战争两军对阵，电视剧、电影都很多，包括这次不单

取决于敌人，也取决于我们。我们应对的得当，肯定会经过一段已经会得到控制。这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对武汉市来讲，是

全民行动起来，联防联控，各个部门要走到前台，把各方的力量调动起来。 

　　举个例子，春节以后很快就要开学了，学校要行动起来，学生不能感染。比如说老年人的问题怎么办，慢性病人的问题怎

么办，社区应该行动起来，应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宣传资料，都知道发热应该怎么办，外出应该怎么办，预见这个情

况怎么办？另外还有一些医务人员，有很多做公共工作的，坐公交车的售票人员、还有银行柜台人员面向老百姓的，一个人得

以后可能传染很多人，所以每个行业都得行动起来。千万别带病工作、带病旅游是非常危险的，这些要都行动起来，都做好了。 

　　还有改变习惯，不要再吃野味了，把这些做好了，我觉得武汉很快会平息的。那其他地方，来一个病例控制一个，很快，

其他地方的压力就小了。 

　　另外有一条，恐怖的流行造成的杀伤力要远远大于疾病本身，这是非典的教训。这个没有，就便于我们控制。另外，要提

国际合作，有一个 IHR是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各国都承诺出现一些紧急情况都要通报的制度。我觉得这次中国做的非常好，从

一开始就跟世界卫生组织给通报了，还给其他国际社会通报，给港澳台通报。前段时间港澳台同胞组团到武汉去，我觉得这个

做的挺好，而且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又来了，在来之前我们把病毒的序列给它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向全世界分享，这一点我们确

实做的是有进步。 

　　我觉得这个病，不管怎么说，这个疫情研判我非常赞同钟院士说的，可能春运之后会伴随着升高，不但是可能，而且难以

避免，再努力工作也会升高，而且升高到一定高度大家也要奇怪。春运结束以后会迅速地下降，春运我们要采取措施，要把它

的升高降低到比较低，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另外一个可能升高在哪，事先告诉你们，当我们的血清诊断出来以后要做流行病学调查，我们要做一些轻的，把疾病谱搞

出来，都搞清楚以后，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扩大，这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事先告诉大家这是正常的，没什么了不得的。要相信

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得相信现在的科学进步。 



　　问题 6：国际广播电台，刚才介绍了在疫情防控中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情况，在韩国、泰国这些病例是什么情况？国际交

流合作的情况再说一下。 

　　曾光：现在是互通消息，我们消息告诉他们，他们有病例也通报他们。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了，我们把所有情况跟世界卫

生组织进行了通报，我们中国及时地采取措施，认为对人类传染病防控做了很大的贡献，下一步会跟他们保持联系，而且在各

项工作中取得他们的支持、了解。 

　　问题 7：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记者，我想问一下，很多人感染之后除了发烧之外还有哪些症状，怎么通过已知的办法

判断出它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呢？ 

　　李兰娟院士：我们现在要分清在武汉地区的，它这个地方有一批传染源，所以这些病人要更加重视到门诊去检测，是不是

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对其他地区，我们有流行病学调查，有没有到武汉来、有没有从武汉出来，如果没有，一般来讲可能性

比较少。但只要是发烧，只要有病毒感染，还是到门诊。 

　　问题 8：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记者，刚才提到了属地的领导要负起责任来，所以请问一下目前对于各个城市的联防联

控，包括防控的机制有没有统一的建议？ 

　　李兰娟院士：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这次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发生，所以有许多的指示、批示，今天专门开了电视

电话会议，海关、交通等有关部门都要负起责任来。尤其是各级政府要承担责任，把联防联控的机制起动起来。几个方面，在

武汉要把疫情、病人感染者控制住，尽快防止向其他地方扩散。对于其他各省市，病人要切实地发现，主要是有不舒服、有这

个症状、有接触人，要到相关的检验检测的门诊去检测。检测以后及时地发现，然后及时地隔离，包括在其他地区发现，不但

他隔离，跟他接触相关的病人也要按照要求隔离。这样把有限的传染源控制了，这样就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扩散。政府要在这方

面负起责任，各个部门共同来负责。 

　　这个机制是我们中国的优势，也是国家的制度能够控制传染病非常好的一套体制或者机制。（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 席罗

曦 崔霞 乔全兴 李雯婷 杨弘杨 高帅）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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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不明肺炎，又是吃出来的？ 

2020年 01月 20日 23:37 分类：健康 阅读：280 评论：0 

从武汉爆发的不明肺炎，渐渐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出现。 

  

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市 5例，

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川省 2例，云南省 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 1例，山东省 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

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 1例。 

  

一个多小时后，上海的病例确诊了，广东珠海出现了一家三口，从武汉来珠海看望女儿的老两口，和他们的女儿一起确诊了。 

  

看上去越来越像 SARS了。SARS是怎么出现的，后来经过专家的分析，认为中华菊头蝠是 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而后通过果

子狸传染给了人类。 

  

好在蝙蝠肉少，人类没有吃蝙蝠的习惯。否则 SARS传染到人类的机会，还会大大增加。 

  

为什么从果子狸传染给人类，因为很多人要吃果子狸。很多人以为，野味代表了纯天然，采补天地间的灵气，才会更加龙精虎

猛。 

  

少女小渔曾经对她假结婚的丈夫说，Somebody was asking，Whether it´s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too poor， so 

they have to eat everything， or they are too rich so they know how to make everything into a great dish?  

  

吃蛇、吃猴脑，让老外都惊掉了下巴。当然老外也有老外的野味。区别只是对可吃性的理解而已。 

  

殊不知，纯天然的野味，带着纯天然的病毒，刚刚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肺鼠疫，就是一些人吃了野外的土拨鼠导致的。 

  

刚刚在武汉的海鲜市场出现不明肺炎的时候，很多人感到很费解，海鲜无非可能有些寄生虫，怎么可能影响到呼吸系统。 

  

然后当人们近看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才发现，这里不光卖海鲜，猫狗、蛇鳖，应有尽有。 

  

有网友称自己曾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表面卖海鲜，深处除了待宰的猫狗，活蛇活鳖，各种野鸡，活蹦乱跳的土拨鼠，都在明晃

晃地卖，梅花鹿、活猴之类的招牌也在明晃晃地挂……” 

  

财新记者从走访华南海鲜市场时发现，尽管名为海鲜市场，但这里依然能买到禽类、野味等食材。两位商户也介绍，市场里能

买到活的鳄鱼、娃娃鱼、狗、羊、蛇以及宰杀好的野鸡、野兔、刺猬等。 

  

现在的法律法规唯一能够限制的，是不能卖活禽，这是自从禽流感肆虐之后，在全国通行的规定。但是没有限制其他野味，只

要不是重点保护动物，都可以卖，如果是保护动物，那就偷偷的卖。 

  

有网友就评论说，有些人能不能讲究一些，不要什么都吃好吗？没有检疫谁知道会得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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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野味市场，就是一个病毒基因的大染缸和交换场。为什么 H1N1又叫猪流感、H5N1, H7N9才是禽流感，因为每一种

新出现的病毒，都是通过能够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而且因为人体对这些新变异病毒没有天然抗体，所以传

播速度特别快。 

  

根据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的分析，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与浙江舟山蝙蝠的冠

状病毒最接近。 

  

在 2003年 SARS爆发期间，袁国勇及其团队追查到了 SARS的病原冠状病毒，并发现了 SARS冠状类似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中华

菊头蝙蝠。 

  

蝙蝠是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冠状病毒的天然贮存宿主，也是很多烈性病毒的天然宿主。当年 SARS的传播也是由自然宿主菊头蝠传

染给果子狸，再经由果子狸传给人类，果子狸即为 SARS病毒的直接传染源。 

  

那么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直接传染源是什么呢？是猫？是狗？还是什么其他野味？ 

  

更多详情请见财新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http://yudawei.blog.caixin.com/archives/220129 

武汉每天 76趟列车抵广州南 旅客少有戴口罩未见体温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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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20日晚，广州南站出站口，从武汉方向出发抵达广州的旅客中，口罩的佩戴率并不高。从武汉方向每天有 76趟列车发往广州南，但出

站口也未见体温检查站。截至目前，广东省已确诊 1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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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扩大怀疑病例监测范围 对武汉抵港航空旅客实施健康

申报  

2020年 01月 20日 23:01 来源于 财新网 

截至 1月 20日中午 12时，香港已有 106宗疑似病例，其中 81名患者已出院，尚未出现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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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香港机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出现全国扩散之势。因应疫情发展进程，1月 20日，港府宣布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凡

是到访过湖北省的疑似病例均须呈报。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外交部：已与WHO分享病毒基因信息 武汉对离境人员采取管控措施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 驻香港实习记者 赵佐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出现全国扩散之势。因应疫情发展进

程，1月 20日，港府宣布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凡是到访过湖北省的疑似病例均须呈报。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记者会上表示，卫生防护中心在 1月 20日已更新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疑似感染者的呈报准

则：病人出现发烧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肺炎，且发病前 14天内密切接触过其他确诊患者，或曾到访湖北省或曾到访内地医

院，接诊医生均应通报卫生防护中心。此前只有到访过武汉并有相关症状者须呈报。 

　　从 1月 21日起，香港对武汉来港航班实施旅客健康申报制度，来自武汉的旅客都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如符合上述呈报准则，

将被强制转介到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旅客如不合作，根据现行法律，最高可对其罚款 5000港元，监禁六个月。 

　　1月 8日，香港政府已将“武汉肺炎”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之下须法定呈报的传染病。食卫局局长可订立规例，

禁止或规管任何人士入境香港、要求疑似病例留院隔离等。（详见财新网报道“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

强制患者隔离”）。 

　　卫生署署长陈汉仪称，现在香港所有入境口岸都有体温检测仪，政府已向在高铁站及机场增派人手，对每一位从武汉来港

的旅客使用手持体温计进行筛查。不过，高铁运送旅客人数较多，如果要求所有入境香港的武汉旅客都填写健康申报表，很多

人会在同一时间聚集、停留，不利于人流控制及传染病的防控。 

　　此外，香港公立医院也已加强应变措施。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介绍，目前储备了超过三个月使用量的口罩等防护装

备，并将根据使用情况及时补充。香港医院有足够病床接收需要隔离的病人，现在病床的使用率为 50%至 60%。 

　　截至 1月 20日中午 12时，香港已有 106宗疑似病例，其中 81名患者已出院，尚未出现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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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9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称，已向全国各地下发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以便快速检测疑似病例是否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告诉财新记者，香港还未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

文称，正在研究及购买市场上的检测试剂，预计公立医院最快会在两至三个星期使用新的检测试剂。 

　　春节将至，不少香港居民都有外出旅游计划。陈肇始呼吁市民避免前往有相关病毒传播的国家和地区，避免密切接触有呼

吸道病症的人士。如接触不可避免，市民应戴上外科口罩，并继续佩戴直至回港后 14天。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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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谈新型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 

短视频 2020年 01月 20日 22:58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广东两个病例没

去过武汉，但家人去武汉后感染病毒，因此可以确定由人传人引起 

版面编辑：王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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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兰在新冠防控会发声：要遏制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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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1月 20日 22:38 来源于 财新网 

孙春兰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联防联控，较短时间内查明病原，积极救治患者，防控工作

有序展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1月 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图截自央视新闻 

相关报道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财新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1月 2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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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压实属地防控责任，强化防控措施落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据新华社 1月 20日消息，孙春兰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联防联控，

较短时间内查明病原，积极救治患者，防控工作有序展开。同时要看到这是一种新发传染病，随着诊断方法的建立、诊断试剂

的优化、监测范围的扩大，报告病例数增加，加上春运人员的大范围流动，防控形势出现新变化。要加大防控力度，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 

　　孙春兰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各地要落实政府责任、强化属地管理，依法落

实疫情监测、隔离救治、检验检疫等各项防控措施。目前确诊的病例大都与武汉有关，武汉要采取更严格的举措，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加强防控技术科研攻关，坚持中西医结合，尽快明确诊疗程序、有效治疗药物、重症病人抢救措施。要严格零报告

制度，公开透明发布信息，普及防控知识，做好与国际社会沟通合作。（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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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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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2020年 01月 20日 22:29 来源于 财新网 

自从 2019年 12月 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答案一直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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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一加一》采访。图截自央

视新闻 

相关报道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境内外确诊 222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新型冠状病毒引医药股大涨 口罩和感冒药销量大增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财新网】（记者 陈宝成 赵今朝）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疑问，答案越来越清晰。“肯定‘人传人’。”2020年 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说。 

　　钟南山在接受央视《新闻一加一》采访时做了上述表示。他表示，依据就是目前的资料。他举例称，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

有去过武汉，但他们的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此“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事实上，自从 2019年 12月 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答案一直模糊。最早

是“没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而后当境外病例出现，武汉等方面又表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很低”等

说法在不同场合反复被强调。 

　　到 1月 20日感染者急剧增加 136人的武汉市最新通报中，“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等说法终于首次退出视

野。但究竟有没有人传人？官方并无明确信息，直到学者纷纷质疑最初的结论。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的区别，钟南山认为，将两者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他说，SARS是冠状病毒的一种类型，中东呼

吸综合征也是冠状病毒的一种。现在出现的既跟 SARS不一样，也跟中东呼吸综合征也不一样，因为它尽管有很多的同源性，

但是它（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是一个跟 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平行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一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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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说：“我看过病人发病的情况，白血球的情况，胸片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有共性。但是新型冠状病毒

的感染，现在还刚刚开始，现在还在爬坡，所以和 SARS相比的话，传染性没那么强，毒力也还没那么大。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要看它的发展情况。” 

　　他还表示，未来疫情的发展形势也要具体如何控制，如何减少它的传染。“因为传染的过程也是（病毒）逐渐地适应在人

体内的过程，毒力会增加。所以从疾病的严重性和传播力来说，两者还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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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防止武汉新型肺炎蔓延,公众可以做什么？ 

2020年 01月 20日 20:51 分类：时事 阅读：810 评论：0 

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至今天（1月 20日）18时为止，国内外已经报告病例 224例。今晚（2020年 1月 20日）李克强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要求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

作。那么，现在观察武汉肺炎的发展，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在于确认，这到底是不是人传人的传染病；如果是，传染性有多强，如何传染？ 

现在传言很多，担心很多，现象比预想得严重，但最终要看事实，科学准确地回答上面这两个问题。 

基于 SARS教训，又基于现在春运来临，公众的担心也在放大。我们当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迅速地得出结论，公之于世，然后依法严肃有效

率地对待。但是，在现阶段，为遏制疫情的蔓延之势，公众自身在行为上，应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人都要戴口罩和勤洗手，出门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饭前要洗手。口罩当然要戴质量好的，洗手则要特别重视

流水加清洁剂，流水洗三遍再吃饭最好。 

上世纪 70年代初，我在传染病区工作当过卫生员，服务的上百名病患都是急性肝炎和肺结核患者，而且在急性期。怎么保护自己呢？其实

就是无时不刻地通过戴口罩防止空气传染，经常性地流水洗手防止接触传染——当然在病房还穿工作服。即使身在传染病区，这两个常规动作也能

基本保证不被传染。所以，现在政府应当提倡民众出行戴口罩，特别是在大都市人多拥挤的地方。各级官员应该带头戴口罩，切不可将不戴口罩去

探访疫情、看望患者，看作沉着勇敢的标志，或安定人心的手段。从图片上看到，武汉车站、机场，带口罩的人还是太少，我心中便担忧。 

在中国为什么传染病特别可怕？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人们卫生习惯不好。所以，每一次传染病来袭，都应当成为培养强化卫

生习惯、提升国民素质的机遇。有许多中国人觉得戴口罩憋得慌，洗手太麻烦，其实就是卫生习惯不够，必须改。在日本就不会遇到这种恐慌，因

为讲卫生戴口罩勤洗手是习惯。 

写到此，再提醒：不管别人怎么想，遇到人多的时候你就戴上口罩！当年 SARS蔓延之时，2003年 4月中旬，我写过一篇文章：，放到今天，

其背景不完全适用，因为没有看到政府公开排斥口罩以粉饰太平，不过仍然放在这里，提供历史性参考—— 

  

直面 SARS威胁就不可排斥口罩  

胡舒立 

　　到 2003年 4月 13日以后，中国抗击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国内又称“非典型肺炎”）已经进入新阶段。面临疫情威胁，国务院

领导坦承“形势依然严峻”，动员大家“打一场硬仗”，又有一系列部署，让人对战胜 SARS真正地有了信心。 

　　于是有个问题想特别地提出来。为什么在国内有些地方，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出现有人阻止老百姓戴口罩的情况？我们还看到许多媒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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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称某地经济运行如常，就会说，“马路上无一人戴口罩”。“口罩无用”论，也在许多防治“非典”的介绍资料中出现。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承认，在当前预防 SARS尚无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口罩对于防止空气（飞沫）传播作用甚大。在这里，一是

口罩产品要合格，因之国家应尽快确定质量标准；二是戴口罩的重点应当明确，应要求所有怀疑患有“非典”者戴口罩，动员出现类呼吸道症状的病

人戴口罩；三是要承认和维护公众戴口罩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戴口罩以御病毒。 

　　反对戴口罩者有一种说法，称“护住嘴之后眼部怎么办”？反正是弊多利少，在公共场所有碍观瞻属于显著弊端。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 

　　须知所谓口罩并非万无一失，是指健康人面对着不戴口罩的病患！如果让所有的疑患者都戴上口罩，既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则健康人必

然减少受感染的机会。当然，仅让疑患者戴口罩，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因为会成为一种标志，可能招致歧视。所以，更好的办法是放开戴口罩的

自由，建议在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小环境中，不妨都戴上口罩。而对于疑患，哪怕是低度疑患，则严肃动员其戴口罩。 

　　这样一来，城市中戴口罩者可能增多，外来旅游者乍见会不舒服。不过，城里的空气中会多几分洁净，普通人会少几分受感染的机会。里

子强过面子，何况，应该承认戴口罩也是一种文明。 

　　口罩事小，折射出政府官员之于人民的心意。香港 SARS疫发之初，港府就在政府网站中推荐戴口罩以为防护，还详细介绍了口罩使用方

法。在人口密集的环境中，更建议公众戴上口罩。香港的出租车司机则必戴口罩。香港是一座国际城市，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直面 SARS疾患使香

港损失惨重，外人初见“口罩景观”无不叹息。不过于政府来说，关心人民的安危是首位大事。所以直到现在，港府，还有香港的媒体和医务界人士，

没有什么人出来以“口罩作用有限”为由，号召大家不要戴口罩，以维护城市景观。戴口罩的热切建议，还是张贴在港府的网站上。 

　　到 4月 16日，中国内地公布的 SARS确诊患者已有 1435例。疑似病例未有公布，估计为数要多出不少。因为 SARS目前尚无可靠的病原检

测办法，而依据临床症状判断就会有偏差。所以，疑似病例中的高度疑似者，大有可能正是 SARS病人。入院就医的疑似者外，也一定有不少疑患

散在各处，或为低度疑似，但转为高度也不无可能。所以，疫情仍然严重。应该承认，SARS并不是一种特别可怕的病患，多数患者并不致死，早期

发现早期治疗并不需要达到必需呼吸辅助设备来治疗的程度；而且，其传播力度也在递减，媒体报道过的“超级传播者”（SUPER SPREADER）只是极

少数。但传染性疫情就是传染性疫情，虽不属中世纪“黑死病”一类的致死瘟神，却也不可小视。 

　　SARS横行，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不幸的事情，是灾难。好在，当前全世界都在为攻克 SARS奋力合作，中国政府也已经全线动员。在直面

现实之后，真实威胁只会越来越小，而人类最终降服这一疾患的时间也不会太远。SARS猖獗之时，影响中国经济、影响国际交流，恐不可免，我们

无法一厢情愿。但如果目光宽广和长远，应当看到灾难之中亦机会多多，不仅有商机，也有重大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之机，有提升中国人文明精神

之机。 

　　从眼前可做起的事情其实很多。爱民敬民，不再排斥口罩，就是其一，就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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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感染源仍未查明，尚无专门的治疗药品，被炒作的上市公司多处于病毒监测和预防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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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国常会：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传染病管

理  

2020年 01月 20日 20:38 来源于 财新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报，部署确保

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月 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

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报，部署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相关报道 

境内外确诊 222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 航空股普跌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新型冠状病毒引医药股大涨 口罩和感冒药销量大增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财新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月 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报，部署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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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会议指出，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防控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发热门诊，开展全覆盖筛查。目前诊断方法和诊断

试剂不断优化，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病例数增加。当前正值春运，人员流动大，必须有针对性进一步加强防控。各相关部

门和地方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一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落实属地责任。武汉市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把好相关市场关闭、野生动物管控和机场、车站、码头等体温筛检关口。各地要

因地制宜落实重点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的通风、消毒、测体温等必要措施，同时加强监测和预检分诊，确保疫情及时发现、有

效处置。三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调配精干力量和医疗资源，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

全力做好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加强各类医院的防控措施，严格控制医院感染，强化医务人员防护。四是坚持公开透明，

及时客观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和防控工作进展，统一发布权威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与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沟通合作。五是加强科研攻关。在已查明病原基础上，尽快查明传染源、传播途径，密

切跟踪病毒毒力、传播力变化，做好应对疫情变化技术准备。会议强调，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医疗系统要加强春节期间在岗值守，

做好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经过各方努力，去年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目前临近春节，要做好对困难群

众“送温暖”工作，保障好基本生活。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和工作落实，确保实现现行标准下剩

余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一要聚焦“三区三州”等地区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对工作难度大的贫困县和贫困村挂牌

督战。对老、病、残等特殊贫困群体采取养老保险、医保、低保等综合政策。二要加大产业、就业等扶贫力度，加强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激发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三要严格脱贫成效考核评估验收。四要对

已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及时将返贫和新致贫人口纳入帮扶。五要抓紧研究建立解决

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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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18例 从开始到现在都发生了

什么？（更新中） 

截至 1月 20日，中国确诊病例武汉 198例（死亡 3例），北京 5例，广东 14例，上海 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 2例，韩国 1例 

2020年 01月 20日 20:29 　来源 财新网 

 0 

　　【财新网】（实习记者 张舒琳 记者 徐路易 见习记者 唐爱琳 设计 李靖华 实习开发 陈晓晗）自 2019年 12月 31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首

次通报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病例以来，连日来官方的通报一直比较平缓，直到 1月 20日，当地卫健委再次更新数据，截至 1月 20

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激增至 198人，同日，北京和广东分别确诊 5人、14人，上海 1人，四地共 218人。 

　　其中，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18日增 59人，19日增 77人。武汉患者在院治疗 170人，重症 35人，危重症 9人，死

亡 3人。 

　　1月 20日凌晨，北京大兴区卫健委通报，接诊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

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两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 

　　同日凌晨，广东省卫健委称，1月 19日，国家卫健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患者为 66岁男性，现居深圳，2019

年 12月 29日赴武汉探亲，2020年 1月 3日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 4日返深后就诊，1月 11日转至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月 20日上午，浙江省卫健委称，1月 17日以来，浙江温州、舟山、台州、杭州陆续发现 5例武汉来浙并出现发热等呼吸道症状患者，目前

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定，密切接触者已实行医学观察。患者实验室检验结果正在按规定复核中，一旦确诊，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前，武汉肺炎已有四例海外确诊病例，其中泰国两例，日本一例，韩国一例。1月 1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声明称，泰国公共卫生部报

告该国发现第一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随后的 1月 17日，泰国发现第二例确诊病例。 

　　1月 16日，日本确认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 30岁左右中国公民，住在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他去过武汉，在武汉时可能与肺炎

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1月 20日，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称，1月 19日从武汉出发经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一名 35岁中国籍女性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武汉肺炎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在 1月 9日，死者为一名 61岁男性，直接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随后，1月 15日、18日出现第二例和第三

例死亡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监测与防控正在进行。1月 3日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需在抵达樟宜机场时接受体温检测。1月 4日，香港特区政

府也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1月 1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联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在 Virological网站上发布了“武汉肺炎”病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 

　　1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1月 16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但

在 1月 20日的通报中，上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及“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说法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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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1月 20日 19:58 来源于 财新网 

肺炎疫情引发市场对民航运输客流量的担忧，包括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只航空股股价下跌 2%-4%左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担忧情绪蔓延至航空运输股价。截至 1月 20日收盘，航空运输板块下跌 2.23%，各大航空公司股价下跌

2%-4%左右。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18例 从开始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 SARS高度相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财新网】（记者 白宇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担忧情绪蔓延至航空运输股价。截至 1月 20日收盘，航空运输板块

下跌 2.23%，各大航空公司股价下跌 2%-4%左右。其中，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中国国航（ 601111.SH ）、东方航空

（ 600115.SH ）、南方航空（ 600029.SH ）股价各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4.13%、3.06%和 2.56%。 

　　此外，华夏航空（ 002928.SZ ）、春秋航空（ 601021.SH ）、吉祥航空（ 603885.SH ）股价各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2.19%、

3.44%、4.15%。 

　　一名不愿具名的交运行业分析师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股价表现或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消息影响所致。“市场担心（疫情）

影响旅游、返乡客流量。”该分析师表示，疫情消息带来的消极预期，或是导致多只航空股股价下跌的主因，但由于目前无法

判断疫情的发展走向，因此暂无法判断对机场、航司的业务开展将有何实质性影响。 

　　1月 20日凌晨，中国内地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激增的消息释出。据财新网当日报道，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急剧增加。20日凌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更新的数据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北京大兴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亦于 20日凌晨发布消息显示，两地共确认三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参见财新网

报道“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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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0日拉开帷幕的春运季被视作利好近期航空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据交通运输部预测，2020年民航春运旅客运输量

将达79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4%，这一增速高于该部门对铁路及春运整体旅客运输量增速的预测。而另一方面，波音737MAX

停飞致民航运力供给收紧，多家券商机构看好航空公司运价上涨空间。 

　　但实际上，春运旺季的利好效应没能体现在航空股股价上。春运启动以来，除 1月 13日，航空运输板块在其余五个交易日

均呈下跌。前述分析师称，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外，近期油价上涨走势也影响着市场情绪。数据显示，1月 15日以来，伦

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及WIT原油期货价格连续五日上涨。 

　　除航空公司外，1月 20日多只机场股亦呈下跌。至 20日收盘，深圳机场（ 000089.SZ ）、上海机场（ 600009.SH ）、

白云机场（ 600004.SH ）每股股价分别报 9.68元、71.95元、17.08元，各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 0.41%、1.79%、3.23%。

 

　　（实习记者 赵煊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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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疫情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2020年 01月 20日 19:45 来源于 财新网 

市场预期消费股承压，疫情是否严重冲击股市，需看对实体经济有多大影响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酵，内地新增案例激增，香港方面严阵以待，两地金融市场随之一颤。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18例 从开始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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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 SARS高度相似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尉奕阳）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酵，内地新增案例激增，香港方面严阵以待，两地金融市场随之一

颤。 

　　A股“肺炎概念股”涨跌不一，市场反应明显。消费、娱乐等板块在春运期间逆势重挫，医药股获资金追捧。 

　　联环药业（600513.SH）、鲁抗医药（600789.SH）、四环生物（000518.SZ）等医药股一字涨停，科创板硕世生物

（688399.SH）大涨 20%。旅游酒店股集体下挫，首旅酒店（600258.SH）跌 9.11%，锦江酒店（600754.SH）跌 6.11%。 

　　多只影视股跳水。万达电影（002739.SZ）跌 9.99%，横店影视（603103.SH）跌停，中国电影（600977.SH）跌逾 7%，

光线传媒（300251.SZ）跌逾 4%。 

　　港股亦受波及。航空板块 A、H股齐跌，港股跌幅更甚。中国国航（601111.SH，00753.HK）H股跌逾 7%，南方航空

（600029.SH，01055.HK）H股跌逾 5%，东方航空（600115.SH，00670.HK）跌近 6%。 

　　港股餐饮股走低。在内地经营日式拉面店的赏之味（08096.HK）重挫 19%，领跌餐饮板块，香港本地酒楼品牌富临集团

控股（01443.HK）同跌 16%，新上市的内地品牌“太二酸菜鱼”母公司九毛九（09922.HK）跌近 7%，内地火锅连锁店呷哺

呷哺（00520.HK）和海底捞（06862.HK）均跌约 5%。 

　　澳门博彩股今天集体跳水。美高梅中国（02282.HK）、澳博控股（00880.HK）均跌逾 6%，金沙中国（01928.HK）、银

河娱乐（00027.HK）、永利澳门（01128.HK）都跌逾 5%。 

　　工银国际发表市场报告称，近期武汉肺炎疫情有所恶化，会对内地和香港两地市场的消费板块带来压力，医药板块可能受

益。 

　　工银国际称，A股在过去经历一轮持续上涨后，已出现资金不足迹象，预计短期内 A股上行动力不足，随着中美贸易局势

和香港社会环境稳定，预计更多资金将流入港股。 

　　香港第一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师叶尚志对财新记者称，武汉肺炎疫情对市场气氛不利，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导致部分板块

急跌，餐厅、电影院、赌场等人流量密集的行业板块亦容易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相比板块震荡，大市今天整体尚稳。上证指数全日上涨 0.66%，深证成指上涨 1.47%，沪深 300指数上涨 0.75%。香港恒

生指数全日跌 0.90%，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跌 0.77%。 

　　叶尚志称，港股大市气氛目前受科技、手机设备、互联网等带动，此类公司受肺炎疫情影响较小，港股目前整体因此不会

受到太大影响。 

　　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

市 5例，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川省 2例，云南省 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 1例，山东省 1例）。日

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 1例。 

　　国家卫生监督管理委员会已陆续向各省派出工作组。尽管武汉市疾控防治中心人员坚称疫情“可防可控”，但有关说法仍

遭香港专家质疑。（详见财新网报道“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回顾过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总会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3年“非典”和 2013年禽流感事件均短暂波及股市，尤其是

港股。恒生指数在 2003年上半年前 4个月下跌逾 10%；2013年内地出现禽流感疫情，恒指在当年上半年再度跌逾 10%。 

　　法国兴业银行亚洲股票策略主管 Frank Benzimra对财新记者称，公共卫生事件是否会冲击股市，关键要看其是否会对宏观

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影响投资风险回报比率，或企业盈利增长率。 

　　Benzimra称，2003年中国“非典”时期，恰逢全球经济增长低谷期，美股科网股泡沫余波仍未尽消，全球股市都处于底

部，多重因素下导致港股在当时出现明显回调。 

　　叶尚志对财新记者表示，港股未来是否会较大程度受武汉肺炎影响，需继续观察疫情变化。他称，相比 2003年和 2013年，

在港股主要市场指数中占比较高的权重股，已从香港本地周期性企业转变为内地科技等新经济企业，颇受内地资金追捧，观察

近期市场成交情况，预计短期内大市受疫情明显冲击可能性较小。 

　　港股 1月 20日大市整体录得 1115.99亿港元成交额，连续 7个交易日成交额超过 1000亿港元。互联互通方面，沪市南

向港股通 1月 20日净流出资金约 181亿港元，深市南向港股通净流入资金约 1045亿港元。北向沪股通和深股通分别录得净流

入资金约人民币 1250亿元和 294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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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资金通过互联互通在肺炎疫情概念股中抄底套现迹象明显。根据港交所披露的互联互通十大活跃成交股，恒瑞医药

（600276.SH）成为当日沪股通成交额第二多股份，单日成交额达约人民币 9.46 亿元，资金净流出约 4.29 亿元。中国国旅

（601888.SH）排在总成交额第五位，资金净流入约 5759万元。 

　　港股方面，中国生物制药为沪市港股通第九大活跃成交股份，资金净流入 9417万港元；东阳光药（01558.HK）排在深市

港股通活跃成交股名单首位，资金净流出约 1.85亿港元，药明生物（02269.HK）排名第八，资金净流入 9328万港元。 

　　截至 1月 20日收盘，恒瑞医药跌 0.62%，中国国旅跌 3.28%，东阳光药涨 19.35%，药明生物涨 0.19%。  

　　[财新传媒新近在微信平台推出实验性单品“我闻”/“金融人·事”，对金融圈有更多垂直报道。可点此订阅。] 

责任编辑：王端 | 版面编辑：张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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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确诊 222例 习近平吁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势头  

2020年 01月 20日 19:24 来源于 财新网 

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市 5例，广东省 14例）；1

月 20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上海市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韩国通

报确诊病例 1例 

 

2020年 1月 20日，广东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体温测试。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权益】新型肺炎担忧感染资本市场 疫情发酵中上涨和下跌股票一览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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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01例 这些预防科普知识你需要知道（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 SARS高度相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财新网】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截至 1月 20日 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24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市 5例，广东省 14例）；疑似病例 7例（四川

省 2例，云南省 1例，上海市 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 1例，山东省 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 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 2例，

韩国通报确诊病例 1例。 

　　另据健康上海官博消息，1月 20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上海市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为 56岁女性，湖北省武汉市户籍。1月 12日自武汉来沪后，因发热、乏力等症状，于 1月 15日在本市一发热门诊

就诊后即被收治入院隔离治疗。经上海市疾控部门检测，并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月 20

日，经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的专家评估确认，该病例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现患者体温正常，生

命体征平稳，其 2名在沪密切接触者正在医学观察。 

　　据新华社消息，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正值春节期间，人

员大范围密集流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

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

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完善应对方

案，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病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

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做好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

协作形成合力，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月 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湖

北省等有关地方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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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http://china.caixin.com/2020-01-20/101506396.html 

外交部：已与WHO分享病毒基因信息 武汉对离境人员采

取管控措施  

2020年 01月 20日 19:17 来源于 财新网 

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并保持密切沟通。我们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

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2020年 1月 20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图/外交部网站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财新周刊】孟晚舟冲击|特稿精选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01例 这些预防科普知识你需要知道（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财新网】2020年 1月 20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全文如下。 

　　问：中国采取了哪些举措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否及如何与其他国家就此开展合作？ 

　　答：你应该注意到了，中方的卫生健康部门已经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信息，建议你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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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严肃认真专业的态度予以积极处置，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全力救治患者，

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外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并积极开展防病知识宣传。 

　　与此同时，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并保持密切

沟通。我们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在接到有关国家相关病例的通报后，中方高度重视，通过

双、多边渠道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全力应对。 

　　如果其他国家也发现相关疑似输入型病例，我们欢迎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中方通报情况，促进联防联控。我们将同各

方一道携手应对疫情，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卫生安全。 

　　问：据报道，近日，日本、泰国、韩国都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正值中国春运高峰期，很多人对此表示担忧。

为了防止疫情在全世界范围扩散，中方将采取哪些措施？ 

　　答：据我们向有关部门了解，目前，日本、泰国、韩国已经向中方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情况。中方与这些

国家保持着密切沟通合作，共同做好病员的救治及疫情防控工作。 

　　至于你提到中方将采取哪些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目前武汉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出境离汉人员管控措施，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了解。 

　　我要再次强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方有关部门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

港澳台地区通报了疫情信息，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沟通。 

　　与此同时，中方有关部门也及时就疫情发展对外披露信息、介绍情况。我们将同各方一道携手应对疫情，共同维护地区和

全球的卫生安全。 

　　问：据报道，上周，俄罗斯代外长拉夫罗夫建议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署方举行政治总司长会讨论协议前景。中方认为目前

是否有必要举行这一会议？是否会派员出席？ 

　　答：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业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多边外交重要成果，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

撑，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维护和执行。 

　　当前形势下，我们呼吁各方均保持冷静克制，坚持在全面协议联委会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切实采取措施，恢

复协议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中俄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和全面协议坚定支持者，始终就伊核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中方对任何有助于缓和当前

局势、有助于维护全面协议的倡议，都积极支持。 

　　问：孟晚舟案庭审今天在加拿大举行，中方多次敦促加方释放孟晚舟，中方是否认为加方举行的庭审将会是公平的？ 

　　答：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严重

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完全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以切实举措纠

正错误，及早释放孟晚舟女士，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问：昨天，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在德国举行，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国出席了会议。各方决定建立专门的国际机制以协调

各方后续行动，并呼吁建立统一、团结、有效的利比亚政府，恢复和平对话，举行总统选举。中方对此次峰会结果有何评论？ 

　　答：1月 19日，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在德国举行。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出席会议，并阐述了中方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柏林峰会发表公报，反映了国际社会推动缓和利比亚紧张局势、促进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共同愿望。 

　　中方在利比亚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尊重利比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

在联合国主导下推动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落实柏林峰会成果，为恢复利比亚和平、稳定与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问：你提到孟晚舟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中方有人质疑加方能否确保庭审的公正。所以我还是想问，中方是否认为

庭审会是公平的？ 

　　答：关于孟晚舟事件，中方和加方一直保持着沟通。加方对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们要再次敦促加方以切实举措纠正错

误，早日释放孟晚舟女士，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你能否提供关于该病毒人际传播方面的信息？ 

　　答：你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建议你向主管部门询问。 

http://www.caixin.com/hot/mengwanzhou.html


　　我这里可以告诉你的是，中方一直在采取措施积极处置疫情，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全力救治患者，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

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我们愿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卫生安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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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引医药股大涨 口罩和感冒药销量大增  

2020年 01月 20日 19:15 来源于 财新网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扩大，抗病毒、检测试剂盒、抗感染等领域多个概念股受到资本市场追捧。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并无确切治疗药物，抗

生素等药品对该病毒并无直接治疗作用 

 

2020年 1月 20日，北京朝阳区一家医疗器械店，前来购买口罩的顾客。感染扩大的消息带动居民对口罩及感冒药的购买需求。财新

记者了解，北京和上海商务区和居民区附近的很多药店和便利店的防霾口罩已经售空。同时，多个电商平台口罩及感冒药销量大增。

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患者激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它 

武汉肺炎或影响春节档票房 影视股暴跌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01例 这些预防科普知识你需要知道（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 SARS高度相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财新网】（记者 邸宁 实习记者 张阳 记者 原瑞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扩大，医药股应声上涨。1月 20日，抗病

毒、检测试剂盒、抗感染等领域多个概念股涨停，截至收盘，国证生物医药指数（399441）收于 3409.05，大涨 3.24%，创出

4年新高。不过，财新记者了解到，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并无确切治疗药物，相关药物仍处研发中，尚难用于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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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扩大。根据官方通报数据，武汉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各有 198人、2人和 1人确诊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此外，浙江通报 5例隔离治疗待确诊患者，韩国亦发现一名中国籍确诊患者。 

　　感染扩大的消息带动居民对口罩及感冒药的购买需求。财新记者了解，北京和上海商务区和居民区附近的很多药店和便利

店的防霾口罩已经售空。同时，多个电商平台口罩及感冒药销量大增。截至 1月 20日晚上 6点，平安好医生平台感冒药的当日

销量接近平日销量的 3倍；叮当快药当日口罩销量为前一周总和的 2倍。 

　　在资本市场，相关个股均录得大幅上涨。其中，生产抗病毒药物的东阳光药（01558.HK）一度大涨 24%，最终收于 49.65

港元，涨幅为 19.35；体外诊断试剂生产商硕世生物（ 688399.SH ）上涨 20%；抗生素生产企业鲁抗医药（ 600789.SH ）和

联环药业（ 600513.SH ）均上涨 10%；诊断试剂盒生产企业达安基因（ 002030.SZ ）和华大基因（ 300676.SZ ）分别上涨 10%

和 9.49%；科华生物也上涨 10%；原料药生产企业海正药业（ 600267.SH ）上涨 5.31%。 

　　根据WHO网站，冠状病毒属于一类大型家族病毒。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包括六种，其中 SARS（病原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感染、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的传染率高、死亡率高，上述两种疾病分别于 2003年和 2012年

爆发于中国广东和沙特。自武汉发现的冠状病毒则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以往未曾发现。 

　　受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抗病毒用药、病毒检测、基因检测和抗感染领域相关企业资本市场产生波动。 

　　病毒检测试剂盒、基因组学检测是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主要手段。据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建国介绍，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鉴定采用了基因组测序、核酸检测、病毒分离等方法对病人的肺泡灌洗液、咽拭子、

血液等样本进行病原学检测。 

　　多位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本次病毒感染确诊人数激增的可能原因之一在于检测手段的提高。据武汉卫健委通报，1月 16

日，湖北省疾控预防中心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后，开始对武汉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通过

试剂盒检测，一般在 1天之内可确诊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月 19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称，已下发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要求各地加强检测。此前，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则先通过 PCR（聚合酶链反应）检测，阳性患者再通过基因测序确诊。 

　　目前，多家企业均声称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但其应用程度并未可知。1月 13日，硕世生物公告称，已完成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以及冠状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试剂盒，产品仅用于科研，无需取得产品注册证。1月 14日，华大基

因称，其子公司亦成功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西陇科学（ 002584.SZ ）1月 20日在股东互动平台表示，其控股子公司已拥有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达安基因（ 002030.SZ ）同样向媒体表示已研发出核酸试剂盒，并称目前已研发产品均为拿到注册资

质。 

　　不过，上述企业多表示，其病毒检测试剂盒不会对其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仅科华生物（ 002022.SZ ）在互动平台称，其控

股公司天隆公司已向全国多个地区的疾控中心供应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但并未透露具体供应情况。财新记者拨打科华生物总

裁丁伟电话，但并未获得其回复。 

　　此外，抗病毒用药概念股应声大涨。其中，东阳光药因其生产的抗病毒药物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商品名可威）可用于流

感治疗，而涨幅巨大。 

　　抗病毒中药股亦有增长。以岭药业（ 002603.SZ ）报 14.19元/股，涨 10%，主要产品为抗流感中药莲花清瘟胶囊；香雪

制药（ 300147.SZ ）报 9.75元/股，涨 10.05%，主营抗病毒口服液和板蓝根颗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无确切治疗手段。《哈里森感染病学（中文第 1版）》介绍，由冠状病毒引起

的 SARS和MERS目前都还没有确切的抗病毒治疗措施，α干扰素-2b和利巴韦林等抗病毒药物在治疗过程中常用，但作用效果

并不确切。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姜世勃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均为对症治疗，难以治本。 

　　抗生素概念股也出现不同程度涨幅。鲁抗医药报 8.55元/股，涨 10.04%，主营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联环药业报 10.04

元/股，涨 9.97%，主营抗菌及抗感冒药；四环医药（00460.HK）报 0.97港元/股，涨 4.3%，其主要生产抗感染药物，包括注

射用盐酸克林霉素等；华北制药（ 600812.SH ）报 9.66元/股，涨 1.47%。 

　　不过，抗生素主要作用为抗菌消炎，对病毒性感冒和肺炎并无直接治疗作用，仅用于流感引发的细菌感染。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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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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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粤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口罩脱销就诊需测体温 

2020年 01月 20日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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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20日，北京朝阳区一家药店内，现场陆续有顾客前来选购口罩，部分品牌的口罩销售一空。当日，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和广东省卫健

委分别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其中，北京大兴区确诊 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广东深圳确诊 1例。 图/财新记者 蔡颖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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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占能源消费比重再创新低/地方债周发行量创新高|数据

精华 

2020年 01月 20日 17:15 来源于 财新网 

【本文为财新数据通用户专享内容导读】债市周报；商品房销售面积五年来首降；巴克莱认为美国经济基本面支持股市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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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原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降至 57.7%，较上年下滑 1.3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图/财新数据 

相关报道 

【数据图解】触顶回落？商品房销售面积五年来首降 

深市 2019年股票成交金额 73万亿元 同比增逾 46% 

江苏南通给楼市“托底” 低价商品房限售五年 

【股票】联博投资：A股多元性优于港股 外资进入持续改变市场结构 

【权益】这一年 股票交易员成了华尔街“濒危物种” 

　　本文内容精选自财新高端订阅产品“财新数据通”。内容涉及的金融数据库和专享财经资讯完整版本，可通过文内和文末

链接订阅“财新数据通”后畅享。 

　　原煤占能源消费比重再创新低 

　　据财新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原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降至 57.7%，较上年下滑 1.3个百分点，创历

史新低。 

　　点击链接，查看数据图解了解更多 

　　资金补充呵护春节 地方债周发行量创新高 

　　1月 13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加快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动在建工程建设和具备条件项目及

早开工，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未来专项债发行规模有望进一步增加。上周多地加入地方债发行行列，辽宁、湖南、厦门、云南、

广东、浙江、山东、福建、安徽、江西、江苏 11省共计发行地方债 135只，发行规模达 4839.38亿元，超过以往任一单周地

方债实际发行量。 

　　点击链接，查看债市周报了解更多 

    新型肺炎担忧感染资本市场 疫情发酵中上涨和下跌股票一览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扩散，担忧情绪蔓延至股市。出行消费板块下跌，医药类大涨 

    点击链接，查看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列表 

　　商品房销售面积五年来首降 

　　据财新数据，国家统计局 1月 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房地产行业告别高速发展，商品房销售面积微降，销售额增

速放缓。2019年房屋销售面积为 17.16亿平方米，同比微降 0.06%，为五年来首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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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待售面积则出现了近三年来的首次增长。点击链接，查看更多 2019年中国房地产销售数据图解 

　　油价大涨 OPEC主要产油国利比亚和伊拉克遭遇动荡 

　　中东和北非紧张局势加剧阻碍了 OPEC关键产油国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生产及出口 

　　点击链接，查看稿件了解更多 

　　巴克莱：美国经济基本面支持股市走高 

　　巴克莱美国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Gapen认为，2019年底一系列事件，包括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加拿大

和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英国大选等，这些事件减少了美国经济面对的不确定性，利好风险资产 

　　点击链接，查看华尔街原声视频了解更多 

　　伺机者韩国投资机会 

　　新增项目：韩国大气颗粒物过滤器制造企业的合作机会 

　　韩国大气颗粒物综合解决环境专门企业的合作机会 

　　韩国大气污染源综合处理技术企业的合作机会 

　　了解项目公司业务状况、融资需求，点击链接查看详情：本周新增投资机会 

　　查看精华内容的完整版，解锁海量金融数据、财经资讯和更多数据资讯服务，请订阅财新数据通。（移动端用户点这里，PC

端用户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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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精华】原煤占能源消费比重再创新低/地方债周发行

量创新高  

2020年 01月 20日 17:10 来源于 财新数据通 

【本文为财新数据通用户专享内容导读】债市周报；商品房销售面积五年来首降；巴克莱认为美国经济基本面支持股市走高 

本文共计 934字 订阅后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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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新型肺炎担忧感染资本市场 疫情发酵中上涨和下

跌股票一览  

2020年 01月 20日 17:00 来源于 财新数据通 

出行消费板块下跌，医药类大涨 

本文共计 782字 订阅后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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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十七年前的冠状病毒是怎么发现的？ 

2020年 01月 20日 17:00 分类：时事 标签： 武汉不明肺炎 阅读：22957 评论：0 

最近看到武汉肺炎继续曼延，国人的关注度在上升。温故知新，先普及一点知识，或有启迪。 

十七年前 SARS初起，被视为非典型性肺炎，严重呼吸道综合症，但相当一段时间对病源一直弄不清。 

准确地说，是在 2002年 11月 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可称为 SARS的病例。2003年 2月 3日至 14日在广东，发病进入高

峰。至 2月 11日，公布患者已有 305例，死亡 5例。 

究竟是什么导致这种“非典型性”，传染性极高，而且死亡率不低的肺炎呢？探索路上曾经有误区。 

误认衣原体 

2月 18日，中国疾病研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通过电镜从两例尸解标本中发现一种颗粒，判断为衣原体形态。当天，该中心宣布，广东严重

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2月 19日，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接受央视采访，

还向社会推荐了几种对衣原体有效的抗生素。2月 26日，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的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再次向广东报告，在送检的 10份标本中检出衣原体阳性，其中 1份呈强阳性。 

这种误判，一度主导防疫领域，成为早期对 SARS缺乏足够重视的原因之一。 

什么叫衣原体？这得从微生物（microorganism）讲起。 

微生物存在于自然界，体形很小，平时肉眼看不见。按其结构分三类：一是我们更为熟悉的细菌型微生物，其中就包括细菌、支原体、立

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放线菌等，二是真核细菌型微生物（真菌），三就是更为神秘和微小的病毒。 

其实，广东的衣原体之说，最初就有争议。2月 18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讨论会议，就衣原体问题与广州各大医院专家交换意见，

许多专家都不同意衣原体是惟一病原的简单结论，为首者就包括钟南山教授。 

不过，北京的中国医控中心在研究中，更愿意相信衣原体说。他们一直沿着衣原体的思路，“可防可控“，把 SARS想成了一场比较容易获胜

的战争。国内官方媒体也广泛报道了这一说法。 

4月 4日，一次记者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疾控中心召开。其内容之一就是大谈衣原体，主要介绍该中心两月来，如何排除各种可能，主要循

衣原体方向探寻 SARS病源的研究过程。 

据称，该中心有关人员从广东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解剖标本中，分离到了衣原体样颗粒，进行了体外药敏感实验，发现七种药物对该病原

的繁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会后，衣原体研究结果再次对外发布。 

  

中国加入全球联合网络 

好在科学研究是众多大脑工作的结果。现实很严酷。 

至 4月初，中国的 SARS已经引起全球关注。 

早在 3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就正式发出一些地区出现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这一流行病的全球警报；三天后，世卫组织将此疾改称为严重

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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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着手，联合全球 9国 11个实验室组成协作攻关，查找 SARS病原，中国香港地区也加入其中。3月 18，就在广东衣原体说公布之

时，联合网络中一些实验室已经开始怀疑，SARS病原可能是一种副粘液病毒。 

其实中国的科学家也在探索。SARS在蔓延中，进入了解放军 301医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也获得临床病例进行研究，

于 3月 21日初步分离出冠状病毒，不过因为当时中国的“衣原体说”占上风，此一结果未对外公布。 

3月 24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宣布，一种从未见过的病毒，最有可能是 SARS致病病因。这家中心将之称为冠状病毒家族成员。 

中国在自己加紧研究的同时，也于 3月 28日参加了全球合作网络。至此，这一网络，已经有 9国 13个研究室共同作战。 

就是这一天，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已从 SARS患者组织标本中分离出冠状病毒，推断其可能是致病病原。香港研究的核心人物是港大教

授管轶，那年他 41岁。（他也是最近接受财新采访比较多的权威专家）。 

4月 1日晚，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罕见地现身中央电视台，宣布了中国出现非典型肺炎疫情。他介绍，到 3月 31日，我国内地共报告发病

1190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部分地区，有 1153例。累计已治愈出院 934例，其中广东 911例。死亡病例共 46例，其中广东 40例。目前仍在医

院治疗的 210例患者，除 6例病情严重外，其他患者均得到有效治疗。北京发现 12例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病原没

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这当然不是全部事实，但已经使社会警醒。 

张文康在 4月 2日的答新华社记者问中明确地说，非典型肺炎是指由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立克次体、腺病毒以及其他一些不明微生

物引起的肺炎。而典型肺炎是指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 

两天后的 4月 4日，世卫组织在其网站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全球有 10个实验室倾向于认为致病原原为冠状病毒。此外也有意见认为可能

是副粘液病毒中的 hMPV病毒。 

  

冠状病毒：谁的发现？ 

查阅人民日报，可知事后报道表明，在 2003年 4月 10日，中国已经发现冠状病毒。发现者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李德新、毕

胜利、段淑敏和许文波等科研人员。结论：冠状病毒可能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元凶。紧接着，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

研究员的发现，也对外公布。 

国外的研究也在推进中。继香港之后，加拿大科研人员于4月13日宣布破译了怀疑与非典型肺炎有关的冠状病毒基因。4月16日，荷兰ERASMUS

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家则成功完成冠状病毒实验的动物模型，证实了全球科学家基于近期研究的主流观点。 

4月 16日，全球联合攻关网络成立一个月之时，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宣布，SARS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 SARS病毒。 

4月 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时年 63岁；北京市长孟学农辞职，时年 54岁。 

中国开始全面的抗疫（SARS）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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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武汉肺炎确诊患者为何突然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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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市最新的疫情通报中，首度没有提及之前“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及“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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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年底开始出现的武汉肺炎疫情，如今已进入省外扩散、确诊患者数量激增的阶段。为何新发病例在短短两日内激增？是否能说

明已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春节将近，下一步应如何防控？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18例 从开始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 SARS高度相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财新网】（记者 文思敏 赵今朝 于达维 实习记者 陈芷楠） 

从 2019年底开始出现的武汉肺炎疫情，如今已进入省外扩散、确诊患者数量激增的阶段。 

　　1月 20日凌晨，据武汉卫健委最新通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 18日、19日两日总计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

其中 18日增 59人，19日增 77人。相较于 16日新增 4人，短短四日间，新增确诊患者数目大涨 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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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观看大图 

　　几乎同时，北京和广东也分别报告了 2例和 1例确诊患者，三人均有武汉旅行史。 

　　为何新发病例在短短两日内激增？是否能说明已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春节将近，下一步应如何防控？ 

与检测方法改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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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施光峰教授对财新记者表示，人数激增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检测手段提高。由于每年病毒都会出现变

异，没有专门的试剂盒的情况下，医院一般会把出现发烧、咳嗽等肺炎症状的患者判定为普通流感。 

　　北京某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亦向财新记者确认，前期许多有发热症状的肺炎患者并未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有些病例进

行检测但检测等待结果的时间较长，未能及时得到确认。 

　　据武汉卫健委通报，1月 16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后，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

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向财新记者介绍，通过试剂盒检测，一般在 1天之内可

确诊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朱华晨表示，在病毒基因序列还未公布前，要确诊病例非常复杂，首先需要做宏基因组测序，至少要三天到一个星期的时

间才能完成测序，之后还要进行序列的分析和拼装，耗时很长。 

　　1 月 9 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后，则可通过 PCR（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检测，了解患者感染病毒的大致类型。例如，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曾介绍，港大实验室可进行冠状

病毒测试，大约 6-8小时即可测试出是否感染了冠状病毒。但 PCR检测呈阳性后并不能完全确认感染 2019-nCoV，还要进行

基因测序才能确诊。 

　　由于武汉发热病人基数庞大，在没有快速检测试剂盒的情况下，要对可疑病人进行检测，调查其流行病学背景，例如发病

史、密切接触人群、可能的感染源等，追踪密切接触者，都需要较长时间。朱华晨认为，这与泰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边境

监测系统是不同的，因为境外的海关健康检测只针对来自特定地区的航班且有发热症状的人群，目标群体较小，检测结果也会

比较快。 

　　此外，朱华晨强调，病人刚开始出现症状时，并不一定可以马上确诊是否感染 2019-nCoV，因为这还涉及到病毒的排毒量，

在病情发展初期，病毒排毒量较低，取样化验时未必能够刚好取到病毒，可能会有假阴性的情况。一般来说，怀疑病例还需要

在医院需要进行连续采样和观测。 

　　1月 19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称，已下发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要求各地加强检测。 

　　不过，前述北京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 20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疑似病例的样本须交由北京市疾控中心进行检测，一般数小时

内可以出结果，如患者确诊没有感染，医院即对其解除隔离。 

是否人传人备受关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数量急剧增加，引发公众担忧病毒是否已具备人传人的能力。朱华晨认为，病毒传染源不明，

也不知道确诊患者是暴露在同一种传染源导致共同感染还是人与人之间传播导致。如果这么多确诊病例相互间有接触史，发病

时间上有相应的次序，且基因序列有相关性，就有较大把握推测出现人传人。 

　　在 1月 19日发布的央视采访中，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刚表示，目前综合判断，对本次的疫情初步印

象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市最新 1月 20日发布的疫情通报中，首度没有提及上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及“持续人传人风

险较低”的说法。 

　　在这份最新通报中，官方并未披露 136例新增病例的大致发病时间，以及与华南海鲜市场的关联性。武汉 1月 15日发布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估计，2019-nCoV的潜伏期至多为 14日，而引起多数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已

经在 1月 1日闭市。 

　　这是否意味着该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已经不止存在于华南海鲜城？1月 19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部分病例也没有

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接触史。 

　　朱华晨表示，这说明传染源应该不仅存在于华南海鲜城，但也有可能 2019-nCoV的潜伏期不止 14天。她指出，绝大多数

的呼吸道疾病潜伏期都在 14天之内，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到底有多长，科学家目前还不清楚。 

当前是防控黄金期 

　　从现有确诊患者情况来看，2019-nCoV的目前的致死率不高。武汉卫健委最新通报显示，武汉市累计的 198例中，已治

愈出院 25例，在院治疗的 170例中轻症 126例、重症 35例、危重症 9例，死亡 3例。 

　　目前的防控重点应当密切留意 2019-nCoV的变异情况，是否有出现更适应人体的变异。朱华晨认为，现在是防控的黄金

阶段，如果能在病毒还没有完全适应人体之前，截断二次传播的路径，就能大大降低风险。但是，如果病毒已经能在人体内适

应，甚至出现超级传播者，那么防控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施光峰指出，当年 SARS疫情发展初期，大多数病例情况较轻，只有个别病情严重。但 SARS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因此应

对此次武汉肺炎疫情，也应当高度重视，加强监察。 

　　由于确诊病例剧增，需要隔离观察的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人数，也将出现惊人增长，这对疾控部门的应急能力产生较大

考验。1月 19日，湖北卫健委纪要室工作人员回应财新记者称，宣传处的人手已经不够，仅有的几个同事都“到下面”去了，

无法答记者提问，工作人员称已经无从增加人手。 

　　大部分确诊患者仍集中在武汉，外省及海外的病例也都与武汉有关联，朱华晨指，现在唯一的线索是传染源一定是在武汉，

因此对武汉向外流出人群的健康监测非常重要。 

　　1月 19日，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称，自 1月 14日起，在武汉市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和客运码头等交通枢纽设置体温

检测点、排查点，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发放宣传册和口罩，指导转诊到辖区医疗机构，并进行登记报告。 

　　但是，1月 20日上午，从武汉站搭车回湖南的旅客向财新记者反映，未在车站见到有体温监测点，他也未接受体温检测。

同时，车站也没有广播提示和防疫宣传手册，车站服务人员也没戴口罩。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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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境外又增一例 多国开始加强入境游客检查  

2020年 01月 20日 15:26 来源于 财新网 

世卫组织（WHO）驻华代表处在 1月 20日回复财新记者采访时称，目前病例数的增长并不意外，这是卫生部门增加了对呼吸道疾病患者的筛查和

检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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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方面更新的数据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而在境外，继泰国、日本之后，

韩国于 1月 19日又发现一例武汉肺炎新病例。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01例 这些预防科普知识你需要知道（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广东北京现“武汉肺炎”病例；中科院停职“木兰”研究员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财新网】（记者 田佳玮 陆文）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有急剧增加趋势。1月 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方面更新的数

据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而在境外，继泰国、日本之后，韩国于 1月 19日又发现一例武汉肺

炎新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处在 1月 20日回复财新记者采访时称，“在过去的几天中，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报告了

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这是卫生部门努力增加对呼吸道疾病患者的搜索和检测的结果。从目前的传播规

律来看（Given travel patterns），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 

　　WHO驻华代表处的回复还称，中国在快速识别病原体和共享病毒序列方面取得了早期进展，使其他国家能够快速诊断出潜

在的新病例。WHO正在与中国、泰国和日本的官员密切合作。随着更多病例的发现和更多分析的进行，我们将更加清楚了解疾

病的严重程度和传播方式。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们也将会更新和增加我们的指南。WHO 敦促各国继续开展备灾活动

（preparedness activities）并继续分享信息。快速的信息共享已对响应产生了积极影响。 

　　据韩联社 1月 20日报道，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1月 20日透露，从中国武汉起程、于仁川国际机场入境韩国的一名中国籍女

性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该患者在仁川机场到达后出现高烧等症状，随后被隔离并接受检查，目前已转入韩国国家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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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向WHO报告了从武汉输入的一例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该患者为

男性，年龄在 30-39岁之间，居住地在日本。 

　　该患者于 2019年 12月下旬前往中国武汉，并在 2020年 1月 3日于武汉停留期间出现发烧症状。该患者并没有去过武汉

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或其他任何动物市场，但与一名肺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1月 6日，该患者返回日本，并于同一天前往当

地诊所检测流感，结果呈阴性。 

　　到 2020年 1月 10日，由于出现持续的咳嗽、喉咙痛和发烧等症状，该患者再次前往当地一家医院，发现其 X线胸片异常

浸润。他于同日入院，一直发热至 1月 14日。1月 14日，医生将这例“未确定的严重传染病”病例报告给当地公共卫生局。 

　　卫生局在收集样本后将其送到厚生劳动省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进行检测，于 1月 15日鉴定出非常少量的新型冠状病毒核糖核

酸。 

　　厚生劳动省目前正支持地方当局进行包括接触者追踪在内的流行病学调查，与此同时，该省也加强了对未确诊的严重急性

呼吸道疾病病例的监测；日本政府也于 1月 16日扩大了整个政府的协调机制；自 1月 7日起，日本入境口岸加强对来自武汉

的旅客的检查力度；厚生劳动省还于 1月 16日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内部 PCR检测方法。 

　　此前，1月 13日，泰国发现第一例确诊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 61岁的女性；泰国的第二例病例于 1月 17日被确诊，患

者是一名 74岁的女性。两人都是从中国回来后被确诊。 

　　目前，泰国当局已开始对机场的所有乘客进行检查，自 1月 3日以来已对近 13600名乘客进行了检查。 

　　自武汉出现新型肺炎感染病例之后，WHO已多次发布关于病情发展的报告和声明。 

　　最近一次于 1月 17日发表的声明称，武汉的疫情仍在调查中。初步调查显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内的环境标本呈新型冠状

病毒阳性。但是一些确诊的患者并未接触过该市场。迄今为止，在中国、泰国或日本没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报道。 

　　WHO称，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患者被感染的原因、是否已经观察到人传人的现象、传播方式是什么、疾病的临床

范围以及感染程度等。 WHO呼吁，其他国家应该进行持续的积极监测并做好应对准备。 

　　WHO还于 1月 17日发布了诊断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指南，促进快速检测确定病例数量的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该

病毒是否能人传人。 

　　1月 17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联合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在发布了一项医学研究，推

断武汉可能有 1700多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Neil Ferguson带领的团队分析了上周中国报道的病例，假设感染后需要五六天

才能感觉不适，而发现感染又需要四五天，推断出此数据。 

　　自武汉发现感染病例之后，多个国家已经作出回应。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下属的国家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主任 Nancy Messonnier在 1月 17日对媒体表示：“在

严密检测下，我们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现更多病例。美国很有可能会发现至少一例病例，所以我们要快速地进行筛查。” 

　　CDC从 1月 17日开始在纽约肯尼迪、洛杉矶和旧金山机场针对来自武汉的乘客筛查的规模。 

　　在美国采取筛查行动后，加拿大也宣布计划在几个主要机场筛查来自武汉的乘客。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称将在多伦多、蒙特

利尔和温哥华国际机场展开入境筛查，并通知来自武汉的乘客上报任何流感症状。该部门判断，由于武汉和加拿大之间并无直

飞，所以加拿大出现病例的可能性总体偏低。 

　　1月 17日，印度卫生部向入境中国的印度游客发出旅游咨询。 

　　1月 19日，澳大利亚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卫生部了解到来自中国武汉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并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机制，以应对入境口岸的生病旅客。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如果发现任何登机的乘客出现发烧、出汗等传染病迹象，必须向上汇报。在飞机抵达目的地后，安全

官员将对相关乘客进行检查，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例如将其隔离或在必要时将其送至医院。澳大利亚首席卫生官

也将很快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发展。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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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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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2020年 01月 20日 15:06 来源于 财新网 

此前一天从中国武汉出发经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一名 35岁中国籍女性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1月 20日对外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19日）从中国武汉出发经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一名 35岁中国籍女性被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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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数字说｜中国确诊武汉肺炎 201例 这些预防科普知识你需要知道（更新中）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广东北京现“武汉肺炎”病例；中科院停职“木兰”研究员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财新网】据央视新闻，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1月 20日对外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19日）从中国武汉出发经仁川机场入

境韩国的一名 35岁中国籍女性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该名中国女性 19日在仁川机场入境时被发现有发热等症状，

随后经隔离检查确认感染相关新型病毒，目前正在韩国接受隔离治疗。（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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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收盘：科技板块领涨 沪指放量上涨逼近 3100点  

2020年 01月 20日 15:00 来源于 财新网 

超级真菌、禽流感概念掀涨停潮，沪指收报 3095.79点，涨幅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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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数据由财新数据提供 

相关报道 

今日收盘：医药板块领涨 沪指震荡微涨 0.05% 

今日收盘：科技股逆势走强 沪指三连阴跌 0.52% 

今日收盘：在线教育概念股走强 沪指缩量下跌 0.54% 

今日收盘：周期股集体走强 沪指震荡下跌 0.28% 

今日收盘：沪指走强重回 3100点 新能源汽车多股涨停 

今日收盘：白酒股重回领涨 沪指 V型反弹小幅收跌 

今日收盘：美伊局势缓和 沪指涨 0.91%逼近 3100点 

今日收盘：中东局势推升避险资产 沪指跳水下跌 1.22% 

今日收盘：传媒板块掀涨停潮 沪指拉升重返 3100点 

今日收盘：黄金股直线拉升 大盘 3100点得而复失 

　　财新网 1月 20日电：超级真菌、禽流感概念掀涨停潮，沪指收报 3095.79点，涨幅 0.66%。 

　　1月 20日，沪深两市高开高走。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扩散消息影响，超级真菌、禽流感等概念强势领跑，指数午

后均涨逾 5%，海王生物、香雪制药等多股涨停。电子、通信等科技板块继续走强，带动创业板指午后大涨逾 2.5%。沪指早盘

弱势盘整，尾盘拉升涨逾 0.6%，逼近 3100点关口。盘面上多数飘红，电子领涨。题材概念方面，禽流感概念领涨。两市成交

量较上一交易日明显放量。 

　　沪指收报 3095.79点，涨幅 0.66%；深成指报 11115.88点，涨幅 1.47%；中小板指报 7237.24点，涨幅 1.78%；创业板

指报 1982.18点，涨幅 2.57%。 

　　沪市成交 2711.22亿元，深市成交 4080.01亿元，两市合计成交 6791.23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 6074.16亿元明显放量。 

　　盘面上，多数板块飘红，电子领涨，电气设备、国防军工、医药生物等涨幅居前；休闲服务领跌，食品饮料、房地产、采

掘等跌幅居前。题材概念方面，禽流感、超级真菌、集成电路等概念涨幅居前；转基因、玉米、在线旅游等概念跌幅居前。 

　　中原证券策略分析师杨震宇对财新记者表示，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扩散事件遇上第二批带量采购竞标，强化医

药板块题材效应，尤其生物医药等二级行业，疫苗、流感和超级真菌等概念股获益较多。展望后市，预计当前医药板块以事件

驱动为主，随着事件的发展，板块热度将有所变化。同时，医药板块业绩、政策驱动力尚可，推荐投资者中期持有。 

　　杨震宇认为，券商板块业绩表现改善，主要原因在于 2019年 A股行情较 2018年明显好转，成交量回暖，以及股权质押

风险下降、IPO业务增长，资管和自营业务收益扩张等。券商板块为前周期板块，往往在行情启动前期表现较为出色，但当前

券商板块受资本市场改革预期影响较大，业绩因素对板块行情的影响处于其次地位，因此板块对大盘行情的前瞻作用有所弱化。

2020年将是资本市场改革的大年，市场风险偏好在政策和流动性护佑下明显回升，券商板块后市总体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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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开证券策略分析师殷越认为，在资本市场改革仍将加速背景下，看好券商板块。1月 16日至 17日，2020年证监会系统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后续的政策重点预计将放在注册制、新三板、再融资、退市、科技监管、扩大对外开放及防控风险等方面，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加速推进，券商板块有望持续受益。 

　　殷越分析称，经历连续上涨后，目前市场正处于强势整理阶段，在经济景气有望延续以及中美关系向好的预期之下，春季

行情上涨的逻辑继续夯实，整理过后市场有望继续上行。整理过程中，市场依旧有比较多的结构性机会。配置方面，除看好券

商板块外，殷越还表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年报业绩预期较好的板块龙头、受益于经济企稳预期的周期股等，都值得关注。 

　　1月 20日，亚太地区股市涨跌不一，日经 225指数收报 24083.51点，涨幅 0.18%；韩国综合指数报 2262.64点，涨幅

0.54%。截至财新记者发稿，香港恒生指数报 28799.56点，跌幅 0.54%。  

　　采编：记者 覃洁 陈曦 

　　[财新传媒新近在微信平台推出实验性单品“我闻”/“金融人·事”，对金融圈有更多垂直报道。可点此订阅。] 

责任编辑：覃洁 | 版面编辑：陈曦 

http://finance.caixin.com/2020-01-20/101506262.html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事记  

2020年 01月 20日 14:24 来源于 财新网 

从第一例患者被发现，到疫情披露于世，再到疫情升级，前后都经历了什么？ 

 

2019年 12月 8日，官方通报的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2019年 12月 30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

内部通报在网络流传。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防治三原则 不要人为误导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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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国家卫健委已成立肺炎疫情应对领导小组 马晓伟任组长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财新网】 

　　2019年 12月 8日，官方通报的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 

　　2019年 12月 30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内部通报在网络流传。 

　　2019年 12月 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

联，武汉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 27例

病例，其中 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 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

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 1日，华南海鲜市场闭市修整。 

　　1月 2日，官方通报的第一批病患最后一名发病者被确认。 

　　1月 3日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需在抵达樟宜机场时接受体温检测。1月 4日，香港特区政府也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1月 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称，截至 2020年 1月 5日 8时，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

者 59例，其中重症患者 7例，无死亡病例。在 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 2019年 12月 12日，最晚发病时间为 12

月 29日；已经追踪到 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患者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

场）经营户。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 

　　1月 9日，央视新闻报道，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截至 2020年 1月 7

日 21时，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 15例，

从 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 

　　1月 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截至 2020年 1月 10日 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已出

院 2例、重症 7例、死亡 1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 9日，一 61岁男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死亡，直接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当天武汉方面发布的信息还称，这次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发病时间全部在 2019年 12月

8日至 2020年 1月 2日之间，1月 3日之后无新发病例。 

　　1月 1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联

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在 Virological网站上发布了“武汉肺炎”病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 

　　1月 1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声明称，泰国公共卫生部报告该国发现第一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1月 16日，武汉卫健委通报，武汉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已治愈出院 12例，在治重症 5例，死

亡 2例，另有累计 763名密切接触者被追踪，644人已解除医学观察，119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但在密切接触者中还没有发

现相关病例。第二例死亡病例为男性，69岁，2019年 12月 31日发病，2020年 1月 4日病情加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救治，于 1月 15日因抢救无效死亡。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

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 16日，日本确认国内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 30岁左右中国公民，住在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他去

过武汉，在武汉时可能与肺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该患者表示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1月 17日，泰国公共卫生部在其官网公布，发现第二例 2019-nCoV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 74岁中国籍女子。这是在中

国境外发现的第三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1月 18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 1月 16日全天共确认新增病例 4人。 

　　1月 19日，武汉卫健委凌晨通报，1月 17日全天确认新增病例 17例，其中重症病例 3例。截至 1月 17日 24时，武汉

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62例，已治愈出院 19例，在治重症 8例，死亡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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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方面一次性更新了两天的新增病例数据。其中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

诊患者。其中，18日增 59人，19日增 77人。武汉患者共 198人，在院治疗 170人，重症 35人，危重症 9人，死亡 3人。

此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 

　　1月 20日凌晨，北京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通报，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

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两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 

　　1月 20日凌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称，1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该患者为 66岁男性，现居深圳，2019年 12月 29日赴武汉探亲，2020年 1月 3日出现发热、乏力等症

状，1月 4日返深后就诊，1月 11日转至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1月 20日上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称，1月 17日以来，浙江省温州、舟山、台州、杭州陆续发现 5例武汉

来浙并出现发热等呼吸道症状患者，目前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定，密切接触者已实行医学观察。患者实验室检验结

果正在按规定复核中，一旦确诊，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月 20日，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称，1月 19日从武汉出发经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一名 35岁中国籍女性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  

　　（冯禹丁 陈芷楠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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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 SARS高度相似  

2020年 01月 20日 13:20 来源于 财新网 

管轶建议，对于疫情防控，一定要充分做到 3C，即 Communication（交流）、Cooperation（合作）和 Coordination（协调），有些专家说话不

要人为误导 

 

1月 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方面更新的数据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其中，18日增 59人，19日增 77

人。武汉患者共 198人，在院治疗 170人，重症 35人，危重症 9人，死亡 3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和广东也分别报告了合共 3名

确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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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英国科学家估算武汉肺炎潜在感染人数 世卫称欢迎此类分析 

广东北京现“武汉肺炎”病例；中科院停职“木兰”研究员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泰国确诊一例“武汉肺炎”患者；北京今年财政收入目标零增长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有急剧增加趋势。 

　　1月 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方面更新的数据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其中，18日增 59人，

19日增 77人。武汉患者共 198人，在院治疗 170人，重症 35人，危重症 9人，死亡 3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和广东也分

别报告了合共 3名确诊患者。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 1月 20日上午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

武汉肺炎发展轨迹与当年早期 SARS疫情相像，应该引发高度关注。 

　　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2003年 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 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率先分离鉴定出

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 SARS的直接来源，通过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 SARS的再次爆发

及流行。此外，他曾确定了目前在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地区传播的 H5N1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体和传播途径，提供了世卫组

织提出的大多数大流行前期 H5N1疫苗株。 

　　财新记者：现阶段应如何控制疫情？ 

　　管轶：我不想下指导棋，但对于疫情防控，一定要充分做到 3C，即 Communication（交流）、Cooperation（合作）和

Coordination（协调）。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出现混乱，也会在出招之前把自己的眼睛和手脚束缚起来。 

　　财新记者：为何新增病例突然增加 136例？ 

　　管轶：不想妄加评论，但有些专家讲话不要人为误导，譬如有人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否要进

一步解释 How（如何），即怎么防、如何控和怎么治这个问题。 

　　“可防”，是防人还是防动物？“可控”，是隔离病人、隔离密切接触者？但目前病例突然增加，是不是说明我们在防、

控方面存在漏洞，并没有找到和切断感染源。 

　　再来，“可治”，据我了解，现在并没有特效药，一般是支持疗法，严重患者是激素疗法。 

　　之前曾经报出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当时我还有点乐观，如果再过几天，即超过 12天没有新发病例，就说明我们将打赢这场

硬仗。（武汉市卫健委 1月 11日至 16日发出的通告中均维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无新增） 

　　但如今新增病例增加不少，我想说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财新记者：你如何研判病毒人传人风险？ 

　　管轶：新增 136例，就说明有人际传播。我承认这个病毒早期并不会人传人，但是目前事件已经演进一个多月了，新增病

例突然增加。是不是“人传人”应该不再是玩文字游戏。 

　　财新记者：目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 SARS疫情有何异同？ 

　　管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根据官方首例发病是在 12月 12日，当时防护系统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在医学上可能实际的

早发病例要向前推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因此最初的发病可能是 11月 20日-12月 1日期间。 

　　当年 SARS疫情，首例发病时间是 2002年 11月 16日，到次年 1月底出现第一个“超级传播者”。今天已经是 1月 20

日，这么看，这个病毒在人群传播和适应能力、以及发病情况和致病能力都跟早期的 SARS发展曲线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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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能接受 SARS的恶劣教训，也希望我们的防控情况和作风不要跟 SARS高度相像，否则会在百姓和全球间引发

负面影响。  

版面编辑：邱祺璞(ZN026 

http://www.caixin.com/2020-01-20/101506222.html 

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能从抗击非典中汲取什么经验？ 

2020年 01月 20日 12:13 分类：民生 阅读：663 评论：0 

疫情暴发时，增强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及时性，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利用各种资源来鉴别病原体，让国际社会共同

参与——这是 SARS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教训。 

  

撰文 | 李懿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2019年末，武汉暴发“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 1月 9日，以中国疾控中心徐建国院士为首的团队向公众发布消息称，在武汉的

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体内分离并检测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发稿时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月 19日 22时，武汉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98例，其中治愈 25例，死亡 3例。 

  

经历过 2003年非典疫情的人对冠状病毒不会陌生。那场可怕传染病的病原体正是一种冠状病毒。如今，与 SARS病毒相近的新

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本世纪以来，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在人类社会已出现三次暴发（SARS、MERS

以及本次不明肺炎），过往的防疫战斗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该怎样渡过眼前的疫情？ 

  

“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军事家孙子这样描述一支强大的军队。 

  

疾和病组成疾病。疾，在汉语中也有快的意思。用“疾如风”“侵掠如火”来形容一场烈性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是毫不夸张的。 

  

人类的历史也是跟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天花、鼠疫、流感、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数亿，也因此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高致病性*冠状病毒（coronavirus）一直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从未在历史记录中留下大暴发的记录。在 SARS病

毒发现之前，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主要有两种：TGEV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coronavirus) 是一种感染猪的病原体， 

IBV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是一种感染家禽的病原体。这两种病毒在畜牧兽医行业具有重要性，但并不会感染人。

会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如 Coronavirus HCoV-OC43、HCoV-229E，通常只会引起普通的感冒症状，罕有引起严重疾病的报告。

因此，冠状病毒研究未能得到重视。在非典之后，另有两种低致病性冠状病毒被发现，分别是 HCoV-NL63、HCoV-HKU1。还有

两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它们分别是 2012年发现的中东呼吸道病毒 MERS-CoV和最近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WHO暂命名

为 2019-nCoronavirus）[1]。 

  

*注：病毒的高、低致病性是指对人类而言。 

  

一、不被重视的研究 

  

虽然非典已经过去了 1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Susan Weiss教授仍然对一个电话记忆犹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 Ralph 

Baric教授告诉她：“我的天！是一种冠状病毒！” 

  

Weiss 博士和 Baric博士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冠状病毒的一批科学家。上世纪 80年代初，他们开始研究一种鼠肝炎病毒（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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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virus ，MHV），这种病毒能感染小鼠，根据感染方式不同，它可以导致肝炎或脑炎。MHV不能感染人，可以作为一种

模式病毒用来研究冠状病毒。2002年，Baric和Weiss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

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可以对病毒基因组进行遗传操作，以研究病毒的致病机理[2]。 

  

科学研究是需要经费的，即便是取得了这样的重要进展，Baric依然举步维艰，申请经费屡次被驳回——没有资助，意味着他的

研究无法开展了。我们可以脑补一下经费申请的审议过程：“这种病毒重要吗”“不重要”“它能感染人吗”“不能”“那你研究它干什

么”“……”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时刻，Baric说，他欲哭无泪，坐在办公室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道路，如果必须要放弃钟爱的科研事

业，他会考虑去做一个救生员或游泳教练。然而，非典的暴发改变了他的命运。当得知这场传染病的罪魁祸首是冠状病毒的时

候，他给Weiss打了电话，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基础研究看似毫无用处，但是 MHV的研究为后来发现和鉴定出“非典是由冠状病毒导致的”提供了非常好的科学基础。如果没有

早先看似无用的 MHV的研究，人类无法得知冠状病毒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法根据电镜结果判断出非典是一种冠状病毒导致的

疾病。 

  

 

  

冠状病毒的名字源自于它的形态：在电子显微镜下，这种病毒颗粒看起来像一顶王冠。以形态得名的病毒还有轮状病毒、杯状

病毒等。冠状病毒属于套式病毒目（Nidovirales）冠状病毒科 (Coronaviridae)。冠状病毒科病毒含有四个病毒属，分别为 

Alphacoronavirus, Betacoronavirus, Deltacoronavirus以及 Gammacoronavirus。高致病性的冠状病毒 SARS-CoV和 MERS-CoV，

以及用于研究冠状病毒分子病毒学的模式病毒 MHV均属于 Betacoronavirus。这种病毒的基因组是一条单股正链 RNA，长度约

为 30,0000个核酸，属于基因组最大的 RNA病毒之一。这个基因组既可以作为信使 RNA（mRNA）翻译成蛋白质，也可以作为

模版合成负链 RNA。不同于很多正链 RNA病毒，套式病毒目的病毒以基因组为模版合成亚基因组负链 RNA（subgenomic RNA），

然后再以亚基因组负链 RNA为模版合成亚基因组正链 RNA，它们可以做为信使 RNA翻译成病毒的各种蛋白质[2]。 



 

  

二、SARS病毒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 

  

说起非典，会勾起不少人的回忆。大概 2002年底到 2003年初，一种传染性的肺炎悄无声息地在广东开始传播。很快，这种传

染性肺炎就传播到了中国的多个省份。由于在本地无法治愈，一些病人从中国其他省份来到北京寻求治疗。在几个月时间内，

这种疾病就传播至台湾、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法国、英国、西班牙、

波兰、德国、瑞典、芬兰、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3]。世界卫生组织把这种肺炎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香港媒体把这种传染病音译为沙斯，坊间传言，中国大陆人士认为“沙斯”和“杀死”音同，因此

最终定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医生注意到，非典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病人咳嗽或打喷嚏，可以向空气中释放大量携带病原体的飞沫，并通过呼吸道传染给健

康人群，因此非常容易出现聚集性感染，并给医护人员带来很高的感染风险。非典的暴发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事件，美国时

代周刊 (亚洲) 有一期的封面是一个中国国旗为背景的胸透图片。中国缺乏应对大规模呼吸道传染病的经验，加之病例在急剧增

加，非典在中国有燎原之势，许多海外媒体认为中国的应对缓慢，信息发布不及时。一时间，诸如“中国向世界输出传染病”“世

界应该隔离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更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研究比较薄弱，而人类对冠状病毒知之甚少，给鉴定

病原体带来不少困难。 

  

01 发现病原体 

  

找到非典的病原体意义重大，诊断、治疗及预防都靠它指明道路。所谓对症下药，只有知道了病因才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

案。在非典的起源地，广东省的医生和科学家试图找到导致非典的元凶，他们排除了鼠疫、禽流感、炭疽等常见病原体，但是

没有成功分离到细菌或病毒。医生们发现，对病人使用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他们怀疑病原体是一种病毒，而不是细菌，抗生

素可以杀死细菌，对病毒却是无效的。 



  

中国疾控中心从广东省取得病人的病理学样本后，想通过电镜来鉴别出可能的病原体。当时，中国电镜领域一位权威微生物学

家所领导的团队发现病人组织的电镜图像中显示出清晰的支原体形态，据此推断这种肺炎可能是衣原体导致的[4, 5]。2003年 2

月 18日，中央电视台及新华社向公众发布消息，称中国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导致非典的病原体是一种衣原体，不是难以对付的病

毒。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会匆忙发布一条未经仔细检验的信息。根据《科学》杂志（Science）2003

年 7月的报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对《科学》杂志说“他们阻止别的专家对此发表意见”[6]。央视和新华社的结

论出来之后，有些广东的科学家和医生对此结论持有怀疑态度，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工程院院士钟南山[4, 5]。他坚持认为

导致非典的是一种病毒，质疑央视和新华社发布的结论，如果是衣原体，抗生素治疗应该是有效的，而临床经验表明抗生素治

疗无效[5]。其间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发布新闻，认为非典的病原体是一种副黏病毒[5]。 

  

与此同时，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家也加入了寻找病原体的大军。2003年 3月 25日，香港大学医学院的 Malik Peiris 教授领

衔的团队与香港其他医院与科研机构合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并向媒体通报，他们在在香港病人的样品中分离并检测到了冠

状病毒，并将研究报告发布表在了 2003年 4月份出版的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随后德国、美国、加拿大的科学家也发表

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得出了与香港科学家类似的结论，导致非典的病原体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1, 7]。 

  

为什么科学家这么谨慎？为什么鉴定一个疾病的病原体这么困难？这就要回到科赫法则了（Koch postulates，也称柯赫准则）

——这一法则被誉为判断一种传染病病原体的“理想黄金法则”。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今天吃了一根胡萝卜，第二天他感冒了，

然后就推导出吃胡萝卜导致感冒，听起来是不是挺可笑的？同样的道理，传染病的病原体甄别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得了非典，

会在他体内检测到多种病原体，又因为并发感染并不少见，所以即使从病人体内检测到了衣原体，也不能 100%确定是衣原体感

染导致了肺炎。19世纪的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Robert Koch）在研究细菌感染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套准则来判断一种细菌是否

是导致一种疾病的病原体： 

  



 

  

如果将科赫法则套用到非典的病原体鉴别上，就需要满足： 

  

1）从非典患者中检测到了 SARS病毒，而 SARS病毒在健康患者中不存在； 

  

2）能够从患者体内分离出 SARS病毒，而且可以在体外培养。 

  

3）把分离到的 SARS病毒接种给健康的人，会导致非典； 

  

4）从发病的接种患者体内再次分离到 SARS病毒。 

  

由此可见，科赫法则是非常理想化和苛刻的，很多实际情况并不能完全满足科赫法则。我们不能够拿活人去做实验接种 SARS病

毒，看健康人感染了病毒会不会得非典。科学家们发现有一种替代的方法：一般而言，病毒感染人，会激发人体产生中和这种

病毒的抗体（抗体反应比较特异），如果用非典病人的血清稀释 4倍以上，还可以中和分离出来的 SARS病毒，基本上就能够认

定是 SARS病毒导致了非典。 

  

如果按照这个法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结果问题出在哪里：该结果满足了第一条，通过电镜，在数个非典病

人的样品中发现了衣原体。但是，就像上面所举的例子，在病人体内检测到衣原体并不能 100%意味着病人的症状是感染衣原体



导致的。对比来看，Malik Peiris教授领导的团队从非典病人体内分离到了病毒，用电镜发现这是一种冠状病毒，然后用核酸检

测的方式，发现 50个非典病人中，有 45个呈 SARS病毒核酸阳性。这就为确认 SARS病毒是非典病原体打下了坚实的实验基础[1, 

7]。后来 Ralph Baric教授实验室建立了 SARS病毒的小鼠感染模型，把 SARS病毒接种到健康小鼠身上，健康小鼠会出现跟人类

似的非典症状，然后又可以从新感染的小鼠肺部分离到 SARS病毒[8]。他们的做法基本上完全满足了科赫法则的条件。 

  

中国科学家在当时完全没有能力鉴定出 SARS病毒是非典的病原体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大陆有科学家早于香港科学家分离鉴

定了 SARS病毒。根据《科学》杂志报道，2003年 2月 14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杨瑞馥和朱庆余研究员领导的团队从广东拿

到了病人样品，22日从样品中分离到了病毒，26日通过电镜观察，他们发现这种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通过病人的血清中和实

验，后续的工作发现，非典病人血清可以中和分离到的病毒。报道称，由于杨瑞馥团队只有少量的病人血清，所以他们不敢断

言这种冠状病毒就是导致非典的病原体，杨瑞馥觉得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挑战一个知名权威做出的鉴定结果[6]。在此期间，华大

基因（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试图参与发现病原体的研究，但是不能够得到病人样品[6]。 

  

从 SARS病毒的发现过程来看，信息公开，协同合作至关重要。假如军事医学科学院可以有更多样品，他们有很大可能早先发现

并确定病原体。或者，华大基因如果能够拿到样品，他们也可以为病原体鉴定做出贡献。遗憾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

们都无法拿到（足够多的）样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匆忙发布一个影响巨大的结果。显然，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

们在鉴定非典病原体时没有很好的遵循科赫法则，以致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结果。这个错误结论所引发的后果，就是全国各个医

院都根据这个结果，按照衣原体感染的治疗方法来治疗非典病人[5]。 

  

鉴定出病原体之后，病毒的传播途径也搞清楚了：通过飞沫传播。随后，中国政府改进了信息采集和通报机制，努力做到疫情

信息的准确公开透明。这让许多谣言失去了传播的温床，更增强了民众对控制疫情的信心。解放军在北京小汤山建立野战级别

的医院，集中收治在北京的患者。经过广大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2003年 7月，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大陆从非典疫区中除名。

在此次疫情控制中，有超过 100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 35人殉职[9]。 

  

02 后续研究进展 

  

非典疫情结束之后，在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又出现 4次实验室感染事故[10]。幸好控制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暴发。出

现实验室感染之后，中国大陆停止了 SARS病毒的研究工作。世界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实验室继续从事活病毒的研究工作，主要集

中在美国和欧洲。 

  

现今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文辉，2003年在美国工作期间与其合作者发现了 SARS病毒感染宿主所使用受体 ACE2

蛋白，后来的研究又发现一些类似于 SARS的冠状病毒也使用同样的受体，这些发现为研究病毒的跨物种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 12]。 

  

同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 Ralph Baric教授实验室利用建立 MHV反向遗传系统的经验，迅速建立了 SARS病毒的反向

遗传系统，为研究病毒的复制感染等提供了强大的分子病毒学平台[2]。 

  

荷兰科学家 Osterhaus带领的团队发现，家猫和雪貂都可以感染和传播 SARS病毒。2004年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

学工作的饶子和院士带领的团队，解析出病毒最主要的结构蛋白 Spike的部分晶体结构。也是在 2004年，瑞士科学家 Antoniao 

Lanzavecchia带领的团队，利用当时最新的 B细胞永生化及抗体技术，从康复的非典病人的 B细胞中克隆到了能够中和 SARS

病毒感染的人源抗体，这种抗体为应对将来的 SARS病毒感染提供了可行的治疗方法。2007年，美国 NIH 的 Kanta Subbarao

团队与 Ralph Baric 团队合作建立了 SARS病毒的小鼠感染模型，为研究病毒的致病机理提供了重要的感染模型[8, 13]。 

  

这些都是 SARS病毒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成就。预防病毒性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是疫苗，虽然科学家们研发了各种疫苗，但是

没有一种疫苗最终成为产品被批准上市。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素，从制药公司的角度，他们不太可能愿意投入巨额



资金去研发一种看起来市场前景不大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之后，SARS病毒再也没有大规模传播，除个别实验室有后续偶发感染

外，再不见其他报告，曾肆虐一时的可怕病毒，就这样消失在公众的视线当中。 

  

03 追踪溯源 

  

但科学家们仍旧关心这个问题：SARS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一个物种传播给了人类？ 

  

病原体的宿主，大体可分为三类： 

  

天然宿主：是指天然携带某种病原体的宿主，病原体可以在宿主体内维持复制，但是不会导致宿主发病，并且能够向其他物种

传播这种病原体。 

  

中间宿主：是指天然不携带某种病原体，但是可以被天然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并可以向其他物种传播病原体的宿主。 

  

终末宿主：可以被天然宿主或中间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但是不会向其他物种传播这种病原体的宿主。 

  

在追踪 SARS病毒来源的过程中，人们最先怀疑果子狸是病毒的最初来源，因为初始病例大多数有接触过果子狸的经历，科研人

员从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体内检测到了 SARS病毒的核酸。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果子狸跟人一样，被 SARS病毒感染后会患

病。更大规模的筛查发现，果子狸养殖场的果子狸和野外生活的果子狸都没有感染过 SARS病毒[14]。这些结果表明，果子狸很

可能是一种中间宿主，它并非 SARS病毒的源头。人们也并不能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是被人类传染的，

而不是它们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时间推到 1995年，科学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种可以感染马和人的病毒：Hendra 病毒。这是一种极其致命的病毒，被列为最

高生物安全等级的四级病原体，跟大家更熟知的埃博拉病毒一个等级。1996年，澳大利亚通过物种血清筛查，发现一种蝙蝠的

血清可以中和 Hendra病毒。这项结果提示，蝙蝠可能感染过这种病毒。2000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终于在蝙蝠体内分离到了

这种病毒，最终蝙蝠被认定为 Hendra 病毒的天然宿主。不久之后，另一种极其致命的病毒——尼帕病毒——也被认为是由蝙

蝠携带和传播的。科学家有理由怀疑，冠状病毒也有可能是由蝙蝠携带传播的[15]。 

  

2005年，中科院动物所张树义研究员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以及澳大利亚的王林发教授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称，

在蝙蝠体内检测到一种类似于 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的核酸，但是并没有分离到病毒[16]。随后的几年里，石正丽团队在这个领

域不断突破，2013年，她带领的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一项研究，在云南的一个蝙蝠栖息洞中，科学家在菊头蝠的粪便中分

离到一株类似于 SARS病毒的活病毒，这种新分离的病毒与已知的 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可以利用 ACE2蛋白做为受体感

染人的细胞[11]。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 SARS病毒的来源，石正丽教授的团队在这个地区的蝙蝠种群中检测到了组装 SARS病

毒所需要的所有基因[17]。他们推断，SARS病毒很大可能是由感染蝙蝠的各种“类 SARS病毒”重组而来，在偶然的情况下，果

子狸感染了这种病毒，病毒在果子狸体内进行了复制与进化，通过被人捕猎的方式最终把病毒传播给了人类[18]。 

  

三、中东呼吸道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SARS病毒消失接近 10年之后，大约在 2012年，一种未知原因的肺炎在中东地区出现，同年 9月，沙特阿拉伯和荷兰科学家

合作，在沙特一个因急性肺炎死亡的病人样品中分离到一种冠状病毒，起初这种病毒被命名为 HCoV-EMC (得名于发现这个病毒

的荷兰 Erasmus Medical Center) ，后来WHO以它的流行起源地中东来正式命名这种病毒为“中东呼吸道病毒”（MERS病毒）[19]。

通过序列分析，科学家发现，这种病毒在进化上与此前发现的蝙蝠相关的冠状病毒（HKU4、HKU5，由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发现



和鉴定）有高度同源性。他们发现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症状与 2003年爆发的 SARS 病毒非常相似[19]。 

 

  

起初，由于这种疾病在中东只有零星的感染病例，并未出现大规模流行，医生和疾病控制部门认为 MERS 病毒人传人的概率较

低，不会像 SARS病毒那样极易形成密集感染[20]。然而，2015年，一个韩国人去中东地区旅行回到韩国后被诊断为 MERS，

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一个病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 186人感染[20]。这个例子说明，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是不可忽视的风险。从WHO

网站统计的结果来看，截至 2019年 11月，全世界共有 27个国家或地区发现了 MERS病毒感染病例，病患人数达到 2494例，

死亡 858例。由此看来 MERS病毒导致的死亡率约为 30% ，远远高于 SARS病毒 10%的患者死亡率。 

  

而且，不像 SARS病毒在 2013年消失之后，除中国在 2014年出现过少量实验室感染之外，再也没有人感染 SARS病毒的病例

出现，MERS病毒的感染则是一直以一种低流行度在中东地区传播，偶然有感染 MERS病毒的病例通过国际旅行将病毒带入其他

地区[20]。2015年 5月，一位韩国感染者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第一位输入性病例[20]。中国积极地应对了这次输入性病例可能

带来的风险，隔离了患者，并密切观察了 38名接触者，成功阻断了病毒在中国的传播。 

  

与 SARS病毒类似，MERS病毒也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许多患者都有接触骆驼或食用骆驼制品的经历。2013年科学家发现，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骆驼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呈现抗 MERS 病毒血清阳性，说明这些骆驼都感染过 MERS 病毒。2014年，科学

家从骆驼样品中分离出了 MERS病毒，证实了这种感染的持续存在；骆驼感染的 MERS病毒和从人的样品中分离到的病毒高度

同源，说明了骆驼是向人传播的一种中间宿主[21]。 

  

由于之前中国科学家已经证实蝙蝠是 SARS病毒的来源，这一次科学家也试图在中东和北非的蝙蝠中寻找 MERS病毒。也是在

2014年，科学家在南非的一种蝙蝠粪便中检测到一种与人感染的 MERS病毒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流行

毒株的早期祖先株[22]。由此看来，SARS的研究为追踪研究 MERS带来了很好的基础，让科学家没有像早期研究 SARS那样经

历诸多困惑和难题，这是科学进步带来的。由于 MERS病毒通过骆驼传播，骆驼在中东和北非属于重要的经济动物，时至今日，

病毒还在以低流行度传播着，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 MERS病毒疫苗。 

  

四、新型冠状病毒 2019 



  

（2019-nCoronavirus） 

  

2019年底，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下发了一份“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的红头文件。随后，

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更多细节逐渐曝出。据报道，当时所有已知病例都跟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他们要么是市场工作人员，

要么是经常去市场采购的人员。后又有报道称，这个市场不仅仅卖水产品，也存在一些野生动物交易。这一未经证实的细节留

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水产品向人传播肺炎的案例，而 SASR病毒一直被认为是从蝙蝠传播到野生果

子狸，然后传播给人的。如果事发的武汉海鲜市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就存在野生动物携带某种病原体传播给人的可能性。 

 

图 5. 2019年 12月 30日起在网上流传的武汉卫健委红头文件。 

  

2020年 1月 9日，以中国疾控中心徐建国教授为组长的团队通过央视向公众发布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最近研究进展。他表示，其

团队于 1月 7日从一个病人样品中分离到了一种冠状病毒，这一结果通过电镜的病毒形态观察和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得到了验

证。研究人员从 15名被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由此进一步证实了科学家们的发现。

此前，医生和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而武汉和北京的团队排除了是 SARS、MERS、禽流感等已知病毒的可能性。通



过序列分析，徐建国团队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跟此前已经分离到的蝙蝠携带的类 SARS病毒有较高

的同源性[23]。 

  

1月 10日，参与病原体分离鉴定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的张永振教授团队在 virological.org网站上发布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

列，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赞扬。及时分享病毒基因组序列对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组织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迅速推进研究，

为诊断试剂的研发和病毒致病性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和依据。据《科学》网站报道，在中国科学家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同一

天， Ralph Baric教授实验室就开始着手构建新型冠状病毒反向遗传系统的工作，这种系统可以让科学家用已经发布的序列，通

过全基因组人工合成的方式在实验室把新型冠状病毒培养出来，而不需要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活病毒。这省去了繁琐的行政

程序，还可以让科学家用这种系统进行遗传操作来研究病毒的致病性以及研发一种疫苗[24]。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从 1月 17和 18日起，已开始筛查从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入境的来自武汉的游客。路透社援引自世界

卫生组织的报告称，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有家庭聚集性感染出现。因此，防控还是一项非常紧要的任务。冠状病

毒作为一种 RNA病毒，虽然病毒基因组复制的保真度相对较高，但是也不能排除在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中出现毒力和传播能力

更强的毒株。 

  

 

  

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还有几大疑惑待解： 

  

病毒会通过气溶胶和飞沫传播吗？ 

  

是什么动物把病毒传播给了人？ 

  

蝙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吗？ 

  

这种新型病毒的传播途径是不是也是像 SARS和 MERS一样，从蝙蝠传播到新物种然后再传染给人的？ 

  

病毒是利用什么受体感染宿主细胞的？ 

  

回答这些问题，对疾病防控至关重要，我们期待中外科学家能够解开这些谜团。 

  



五、应对新发传染病 

  

20世纪末，人类在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分别发现过两种非常致命的病毒，Hendra 和尼帕病毒。进入 21世纪，冠状病毒成为人类

健康的新威胁。SARS、MERS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说明新发传染病的持续性出现已经成为常态。而已知的非常致命的埃博

拉病毒，自 2013年在西非地区肆虐后，已经导致 2万多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非常相似的是，除尚待研究的新型冠状病毒，

以上提到的这些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它们的天然宿主都是蝙蝠[25]。除了上述感染人的病毒，人类在 2018年发现并鉴定了一

种对猪造成严重威胁的冠状病毒 SADS病毒，而 SADS病毒的源头也是蝙蝠[26]。持续的从蝙蝠到人和家畜的病毒传播不是偶然

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为的自然环境破坏日趋严重，蝙蝠的栖息地遭到破坏，这些都可能是蝙蝠向其他物种传播病毒的

原因。 

  

蝙蝠何以成为“百毒之王”？蝙蝠如何耐受对人高致病性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如何影响了蝙蝠的进化？这是科学家很想知道答案

的几个大问题。蝙蝠是世界上种群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是唯一一种具有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需要知道的是，不同种群的蝙蝠

会携带各种高致病病原体。例如，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菊头蝠，ME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另一种蝙蝠，而类似于埃博拉病毒

的马尔堡病毒，其宿主是埃及果蝠[25]。 

  

早先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工作，现就职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王林发教授是研究“蝙蝠作为病毒传播载体”的先驱，他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黑果蝠（black fruit bats），这种蝙蝠可以传播 Hendra病毒。他领导的团队发现，黑果蝠 cGAS-STING（识别

细胞质 DNA以产生抗病原的干扰素）的系统不如人的系统效率高，而一个重要的炎症小体同路蛋白 AIM2，在蝙蝠群体中是缺

失的。与此同时，蝙蝠的细胞能通过高表达热休克蛋白，提高细胞对高体温的耐受性。一般而言，哺乳动物的干扰素表达是受

到严格调控的，而王林发教授的团队发现，果蝠存在着一些持续性表达的干扰素基因[27]。这些特征都赋予蝙蝠独特的免疫性能。

这些独特的性能与蝙蝠是“很多高致病性的病原体的天然宿主”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联，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人类该如何应对新发传染病？ 

  

在政府层面：首先，人类要学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蝙蝠的栖息地不受破坏，减少人群和家畜跟蝙蝠接触的机会，加强

立法和执法来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其次，疾病暴发时，增强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及时性，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利用各

种资源来鉴别病原体，让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第三，加强对传染病的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增进人类对病毒的认识。 

  

在研究层面：首先，可以考虑建立团队，对野生动物资源和家畜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常态化，周期性的病原体检测和筛查，做好

早期的防范和预警工作。其次，允许科学家进行已知病毒的增强毒力或增强传播能力的探索性研究。第三，建立新发传染病的

疫苗技术储备，为应对新发传染病及时提供预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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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收盘：科技股逆势走强 沪指三连阴跌 0.52% 

今日收盘：在线教育概念股走强 沪指缩量下跌 0.54% 

今日收盘：周期股集体走强 沪指震荡下跌 0.28% 

今日收盘：沪指走强重回 3100点 新能源汽车多股涨停 

今日收盘：白酒股重回领涨 沪指 V型反弹小幅收跌 

今日收盘：美伊局势缓和 沪指涨 0.91%逼近 3100点 

今日收盘：中东局势推升避险资产 沪指跳水下跌 1.22% 

今日收盘：传媒板块掀涨停潮 沪指拉升重返 3100点 

今日收盘：黄金股直线拉升 大盘 3100点得而复失 

　　财新网 1月 20日电：科技板块继续走强，沪指休报 3088.59点，涨幅 0.43%。 

　　1月 20日，沪深两市双双高开。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扩散消息影响，超级真菌、生物疫苗、禽流感等概念集体大

涨，海王生物、鲁抗医药等多股涨停。盘面上呈现“沪弱深强”格局，电子、通信等科技板块领跑两市，带动创业板指涨近 2%，

沪指小幅上涨逾 0.4%。盘面上多数飘红，电子领涨。题材概念方面，禽流感、超级真菌领涨。两市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明显放

量。 

　　沪指休报 3088.59点，涨幅 0.43%；深成指报 11061.53点，涨幅 0.98%；中小板指报 7206.93点，涨幅 1.35%；创业板

指报 1970.66点，涨幅 1.97%。 

　　沪市成交 1651.28亿元，深市成交 2466.66亿元，两市合计成交 4117.94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 3618.45亿元明显放量。 

　　盘面上，多数板块上涨，电子领涨，国防军工、电气设备、非银金融等涨幅居前；休闲服务领跌，房地产、食品饮料、商

业贸易等跌幅居前。题材概念方面，禽流感概念领涨，超级真菌、集成电路、生物疫苗等涨幅居前；玉米、转基因、在线旅游

等概念跌幅居前。 

　　消息面上，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最新情况：2020年 1月 18日 0—24时，治愈出院 5例，

新增病例 59例，死亡 1例；1月 19日 0—22时，治愈出院 1例，新增病例 77例。北京大兴区确诊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国家卫健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详见财新网“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1月 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到 2020年底，中国将率先在部

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 2022年底，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

得到推广。 

　　统计局公布 2019年 GDP初步核算结果：金融业、房地产业同比分别增长 7.2%、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增长 18.7%。 

　　1月 16日至 17日，2020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全力抓好重大改革攻坚。稳

步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努力办好科创板，支持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 

　　1月 19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20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65%，持平上次；1月 20日，央行以

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2500亿元 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与此前保持一致。  

　　采编：记者 覃洁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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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图，帮你降低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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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学者认为，该模型在目前临床流行病学信息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提供大体趋势，预测的准确程度有明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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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人数还在持续上升中。 

相关报道 

广东北京现“武汉肺炎”病例；中科院停职“木兰”研究员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中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急剧增加 三地共 201人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财新网】（实习记者 陈芷楠 记者 文思敏）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人数还在持续上升中。据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最新通报， 1月 16日，武汉新增 4例感染者，分别于 1月 5日至 8日期间发病。泰国卫生部 17日通报，已确诊海外

第三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人口流动加快，国际社会对肺炎疫情的发展与扩散高度关注。1月 17日，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

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Modelling）、帝国理工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发表报告称，估算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数量远大于当前通报的病例数

量。 

　　该报告根据海外通报的感染者数量，来推断武汉市迄今为止可能发生的病例数量。具体计算方法为，海外监测到的病例数

除以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武汉每日出境国际旅客除以武汉机场服务人口，再乘以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即可得

到概率（p）。 

　　由于目前海外通报的感染者仅有 3例，报告由此得出的结论为，截至 1月 12日，估计武汉市共有 1723例 2019-nCoV病

例出现中等严重症状。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向财新记者表示，疾病模型（disease modeling） 是流行病学家常用的计算和预测

方法，因难以穷尽所有的可能病例（包括隐性感染及轻症患者），所以经常要借助数学方法进行疾病感染与扩散模式的计算、

预测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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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华晨认为，这篇报告采用的计算思路大体是可取的，可以为疾病防控提供一些参考依据。但这篇报告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参数与模型种类的选择、输入参数数值的可靠程度。在目前临床流行病学信息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输入

数据过少，考虑因素过于简单，所以只能提供大体趋势，其预测结果的准确程度是有明显局限的。 

　　此报告还预测，感染者数量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 4471和 427 （置信区间：95%）。朱华晨表示，该研究样本量较少，上

下限的差距大，其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一线数据，流行病学家可以通过引入更多参数、更准确的初始值，来

实现更准确的计算与预测。 

　　世卫组织发言人 Tarik Jašarević向财新记者表示，他们欢迎此类分析，但这尚不能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数据。“模型

分析有助于计划。我们当前为国家/地区提供的防控建议和工具已经考虑了更多病例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正在与几个建模小

组合作，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信息。  

　　附帝国理工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报告主要内容： 

《中国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潜在总数的估算》 

　　尼尔·弗格森（Neil M. Ferguson）、今井夏子（Natsuko Imai）等人估计，截至报告的最后发病日 2020年 1月 12日，

武汉市共有 1，723例 2019-nCoV病例（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感染病例数为 427 – 4，471）出现症状。 

此估计基于以下假设 

　　1、武汉国际机场服务人口约有 1900万人口。 

　　2、从感染到病例发现之间平均有 10天的延迟，包括 5-6天的潜伏期和从症状发作到病例发现、住院之间的 4-5天的延迟

（在泰国和日本发现的病例分别在发病后 3天和 7天住院）。 

　　3、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来自武汉的国际旅行总量为每天 3，301人次。该估算值基于 2018年 IATA数据的前 20个目的地

国家/地区的每日 3，418名外国旅客中得出，并使用帝国理工学院持有的 2016年 IATA数据来更正前者数据中出现的农历新

年旅行激增（今年尚未发生），以及前往前 20个目的地列表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旅行量。 

注意事项 

　　1、 这项估算假设出境旅行的时间足够长，以至于受感染的武汉居民出国旅行会出现症状并在国外被发现，而不是在返回

武汉后被发现。学者们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预计到武汉的国际游客（例如在日本被发现的情况）与居民的接触时间

较短，因此感染风险较低。正确解释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其他数据，但会增加学者们对案件总数的估计。 

　　2、 估算的潜在病例数，其疾病严重程度需要住院（在泰国和日本发现的病例均为中等严重）。估算不包括轻度或无症状

的病例。 

　　3、 由于 2019-nCov的潜伏期未知，该数值根据对MERS-CoV和 SARS的估计值进行了估算。 

　　4、 学者们假设国际旅行与暴露于 2019n-CoV或感染状态的风险无关。如果人畜共患病的暴露偏向于较富裕的人，旅行

频率则可能与暴露相关。而且，某些旅行可能与感染状况（在国外寻求医疗照护）或武汉市接触者的感染状况有因果关系（这

可能适用于在日本发现的病例）。考虑到任何一个关联都会增加病例旅行的可能性，因此，学者们认为此研究仍可能低估了病

例总数。 

敏感度分析 

　　学者们探讨了总病例估计值对以下假设的敏感度： 

　　1、 检测窗口的持续时间（较低值为 8天）； 

　　2、 武汉机场服务人口规模（武汉市人口为 1100万，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 1900万）； 

　　3、 国际上报告的实际输出病例（2、3和 4个病例）。 

　　表 1总结了基线假设和探索的其他情况。当前报告的病例数（44）大大低于我们估算的最保守的其他情况（190个病例，

情况 3）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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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观看大图 

结论 

　　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比目前报道的中、重度呼吸道疾病病例多得多。此处提出的估计值表明，应扩大监测范

围，纳入武汉和中国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的所有肺炎或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病例。该分析并没有直接涉及传播途径，但是过

去发生的相似规模的 SARS和MERS-CoV的暴发经验表明，目前不应该排除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 

方法 

　　利用国际上报告的病例，推断出武汉市迄今为止可能发生的病例数量。 

　　需要健康照护的病例总数由海外监测到的病例除以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得到： 

点击观看大图 

　　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每天出国旅行的概率 x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而每天出国旅行的概率由武汉每日出

境国际旅客除以武汉机场服务人口得到： 

点击观看大图 

　　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可以近似为：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潜伏期+从症状发作到病例发现的时间。 

　　财新记者黄蕙昭亦有贡献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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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责任编辑：任波(ZN004) | 版面编辑：邱祺璞(ZN026 

http://www.caixin.com/2020-01-20/101506105.html 

新型冠状病毒最新进展：北京、深圳出现感染病例，传染源

未找到，疫情传播未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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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卫健委 20日凌晨 2点通报，1月 19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新增 77例，1月 18日新增病例 59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 136

例。截至 1月 19日 22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98例，已治愈出院 25例，死亡 3例，目前仍在院

治疗 170例，其中重症 35例、危重症 9例，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这是武汉市卫健委自 2019年 12月 31日首次通报披露疫情以来，在 21天里发布的第 17次公告，其中 16次关于本次肺炎疫情

情况。1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 2019-n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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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新消息显示，北京、广东两地也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其中，北京市大兴区卫建委发布消息称，大兴区医疗机构

确诊了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月 20日消息显示，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在广东

深圳出现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1月 19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称，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

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对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我们了解多少，它从何而来，是否有扩散风险，各地政府在如何应对？《知识分子》根据武汉市卫健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WHO等官方介绍及部分媒体的报道，就以上多个公众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整理。 

  

感染源是什么？传染方式是什么？ 

  

感染病例是否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武汉卫健委在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后，发现患者主要为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

营、采购人员。 

  

2020年 1月 1日，相关人员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取休市措施，并对全市公共场所，特别是农贸市场进一步加强防病指导和环

境卫生管理。 

  

 

  

2020年 1月 17日，美国 CDC 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森尼尔（Nancy Messonnier）回应疫源时表示，据报道称

大部分患者与华南海鲜城（大型海鲜和活体动物销售市场）有一定关联。 

  

但也存在一部分没有去过海鲜市场的病例。1月 17日，世界卫生组织风险评估中提到有一些经实验室确认的患者未报告曾去过

该海鲜市场。1月 19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部分病例也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接触史。 

  

根据财新网报道，香港相关部门曾派人前往武汉了解疫情。1月 15日，专家表示目前仍在追查动物源，在动物样本中没有检出

病毒，也尚未锁定病毒源头。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不清楚，“此疾病的传播途径及潜伏期未能确认”，相关调查正在进

行中。 

  

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疫情有可能扩大蔓延，需要为防止发生大规模扩散做好准备。 

  

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有何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发现时曾一度传为 SARS病毒，在 1月 12日之前的武汉卫健委通报上，其被称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而根据世卫组织官网介绍，“新型冠状病毒”定义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据美国 CDC 介绍，冠状病毒以其

表面的冠状尖峰得名，最早在 1960年代中期发现。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有七种，分为普通人类冠状病毒和其他人类冠状病

毒。 

  

冠状病毒在包括骆驼和蝙蝠在内的许多不同动物中很常见。这些冠状病毒很少会进化并感染人类，然后在人类之间传播。最近

的三个例子是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SARS 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大多数冠状病毒可感染动物，但不会感染人。 

  

新型冠状病毒为何能使人致病？ “相比于艾滋病病毒、流感病毒，这个病毒不容易突变，但它进入新的宿主后可能就会改变它

的受体结合域部位”，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姜世勃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 “通过全基因序列分

析，这个病毒与蝙蝠冠状病毒 21和 45最相近，它不与 SARS 受体结合，同 SARS 受体差的很远，然而它进入新的宿主后，比

如大鼠或其他野生动物，会改变受体结合域，跟 SARS 病毒的受体一样。” 

  

美国 CDC 负责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专家南希·梅森尼尔表示，任何在人类身上出现的新病毒或新病原体都值得担忧，因为这意

味着人群没有现有的免疫力，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或疫苗。而且有 MERS 和 SARS 的先例，造成了很多人的发病和死亡。梅森

尼尔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至少从遗传角度看来跟 SARS 接近，而且病毒易于变异，很可能造成令人极度担忧的局面。 

  

1月 18日，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布题为《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这 5大谣言千万别信！》文章，文中提到，本次发现的新

型冠状病毒与 SARS 和 MERS 冠状病毒虽同属冠状病毒，但基因进化分析显示它们分属不同的亚群分支，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

差异比较大，“病毒的基因相似不能等同于病毒的致病能力相似”。 

  

1月 10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被破译，这一病毒测序由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张永振教授领导的写作团队完成。1月 11

日，国家卫健委官方微博发布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型冠状基因序列信息。1月 12日，世卫组织分享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

基因序列信息，称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异性诊断试剂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外确诊三例情况怎样？ 

  

截止 1月 18日，海外已确诊 3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病例。其中 2例来自泰国，1例来自日本，三个病例来自武汉。 

  

1月 13日，泰国报道第一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该患者为武汉市市民，患者报告称，在 2020年 1月 5

日发病前曾时常前往武汉当地的生鲜市场；但并没有去过已发现大多数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这名患者目前在泰国接受治疗，

病情稳定。 

  

1月 15日，日本国内首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相关肺炎患者。该患者于 12月下旬前往武汉，1月 3日在武汉期间开始发烧，该男

子称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或者武汉其他活体动物市场，但与一位肺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1月 6号从武汉回到日本后前



往当地诊所，1月 10日前往当地医院并住院。1月 14日，主管医生向当地公共卫生当局做了通报，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对该

患者体内收集的样本进行检测，检测出少量新型冠状病毒。1月 15日，该病例体温正常，经允许出院。 

  

1月 17日，泰国发现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患者是一名 74岁中国女子，从武汉搭乘飞机前往曼谷。目前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已获取泰国通报的第二例患者同行人员信息，并对其家庭密切接触者正开展追踪。 

  

此外，据 BBC报道，还在泰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发现了多名肺炎可疑病例，但均未得到确诊。 

  

预计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1月 19日，新华网报道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综合防控问答中表示，

武汉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被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致后，国家相关科研机构迅速研发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随后进

行技术优化。 

  

 

  

1月 16日-17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用试剂盒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专家组

结合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综合判断，分别确认了 4例、17例患者。随着检测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预计新增

病例还可能继续增加。 

  

确实，1月 20日凌晨的通报显示，1月 19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新增 77例，1月 18日新增病例 59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 136

例。 

  

“按照目前情况的综合判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是可防可

控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刚在 1月 19日的问答中表示， 

  

对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欧美相关专家也采取了谨慎、观望的态度。1月 17日，梅森尼尔对媒体表示，随着搜寻和筛查工作的

持续进行，将看到世界各地更多病例的出现。对于是否有更多未知病例，“目前在调查阶段，需要谨慎面对各种信息，并对任何

可能的情况作出迅速反应。已经考虑了会有更多病例的可能，还需要等待美国 CDC驻华同事的调查。”梅森尼尔说。 

  



全球卫生系统如何应对新型病毒？ 

  

1月 19日，据央视新闻报道武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1月 14日起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等场所安装

红外线测温仪，加强离汉旅客的体温监测工作，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 

  

 

  

有关部门方面表示，下一步工作安排包括继续加大农（集）贸市场管控，坚决禁止活禽销售，严厉打击野生动物交易；深化爱

国卫生运动；加大患者救治力度、继续加强密切接触者管理以及开展健康教育，普及疫情防治相关知识。 

  

1月 3日，泰国公共卫生部在素万那普机场，廊曼，普吉岛和清迈机场实施了从武汉市对旅客进行筛查的措施，并加强了对公立

和私立医院的监控。自 1月 5日确认该例以来，泰国卫生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检测和隔离，并与世卫组织

以及相关部门进行密切协调。 

  

1月 4日，香港政府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即时生效。应变计划

采纳三级应变级别，该三个应变级别（即戒备、严重及紧急）会按可影响香港的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的风险评估

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健康影响而启动。 

  

1月 15日，日本自首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相关肺炎患者后，相关部门于 1月 16日扩大了整个政府的协调机制，负责社会安全

与公告健康的日本厚生劳动省也加强了对未确诊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监测。 

  

1月 16日，台湾相关部门也将武汉列为第二级警示，意为加强预警，提醒近期如将前往武汉市及邻近区域，应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避免出入传统市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及接触野生和禽畜类动物。 

  



而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消息称，从 1月 17日起开始对从中国武汉到美国三个主要入境机场（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

的旅客进行 2019-nCoV 相关症状入境检查。 

  

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世卫组织建议 

  

引起肺炎聚集性病例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和传播方式尚不清楚，但需谨慎行事，提醒人们和卫生工作者遵循关于降低急性呼

吸道感染一般传播风险的以下基本原则： 

  

避免与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密切接触； 

  

勤洗手，尤其是在直接接触病人或其环境后洗手； 

  

避免在无保护的情况下接触农场牲畜或野生动物； 

  

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应注意咳嗽礼仪（保持距离，在咳嗽和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衣服盖住口鼻，洗手）； 

  

在医疗机构中加强医院特别是急诊科的标准感染防控措施； 

  

世卫组织不建议对旅行者采取任何具体卫生措施。如果在旅行期间或旅行后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症状，旅客应就医并将旅行史告

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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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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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院治疗 170例，其中轻症 126例、重症 35例、危重症 9例，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据武汉卫健委消息，2020年 1月 18日 0—24时，治愈出院 5例，新增病例 59例，死亡 1例；1月 19日 0—22时，治愈出院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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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病例 77例。 

相关报道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泰国确诊一例“武汉肺炎”患者；北京今年财政收入目标零增长 

　　【财新网】据武汉卫健委消息，2020年 1月 18日 0—24时，治愈出院 5例，新增病例 59例，死亡 1例；1月 19日

0—22时，治愈出院 1例，新增病例 77例。 

　　我市在不断规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运行的基础上，按照新修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进一步加大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筛查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检测方案，优化检测流程，加快了检测速度。国家、

省市专家组结合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进行综合研判，1月 18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59

例，1月 19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77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 136例。 

　　136例患者中，男性 66例、女性 70例；年龄最小的 25岁，年龄最大的 89岁；发病日期均在 2020年 1月 18日前；首

发症状大多为发热、咳嗽或胸闷、呼吸困难。根据新修订的诊疗方案，患者病情按照轻、重和危重进行分类，其中轻症 100例、

重症 33例、危重症 3例（其中死亡 1例）。新增病例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正在深入进行，其密切接触者也在追踪中。 

　　截至 1月 19日 22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98例，已治愈出院 25例，死亡 3例。目前仍在院治

疗 170例，其中轻症 126例、重症 35例、危重症 9例，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817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 727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 90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我们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疑似病例及时

进行采样检测。 

　　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也是病毒性肺炎的高发时期。专家提示，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室内通风和个人卫生，

加强体育锻炼，保持清淡饮食，避免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有咳嗽、喷嚏时戴口罩或用纸巾、衣物遮挡口鼻以减少病菌传播。

密切关注发热、咳嗽等症状，出现此类症状应及时就近就医。（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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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1月 20日 07:43 来源于 财新网 

北京和广东首度报告了武汉以外的病例，而武汉当地的病患一次新增 136人报告数，其中 9人危重，3人死亡 

 

春运季节已经开启，随着更多新增病例的披露，人们担心武汉肺炎疫情向更大范围扩散。财新记者发现，在网络购物平台销售的口罩

热销，但随着春假临近，一些商家已停止发货，尚在经营的商家将口罩价格提升。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财新网】（记者 马丹萌 文思敏 赵今朝 实习记者 陈芷楠）春运季节已经开启，随着更多新增病例的披露，人们担心武

汉肺炎疫情向更大范围扩散。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明确指出，随着检测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预计新增病例还可能继续增加。 

　　就在 1月 20日凌晨，武汉卫健委方面更新的数据显示，1月 18日和 19日两日共新增 136名确诊患者。其中，18日增 59

人，19日增 77人。武汉患者共 198人，在院治疗 170人，重症 35人，危重症 9人，死亡 3人。 

　　几乎同步，北京和广东也分别报告了确诊患者。 

　　北京患者由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 1月 20日凌晨通报，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

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两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

治疗，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发布的消息则称，1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该患者为 66岁男性，现居深圳，2019年 12月 29日赴武汉探亲，2020年 1月 3日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

4日返深后就诊，1月 11日转至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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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城市的防控进展如何？ 

　　从 12月 31日疫情对外公布开始，疫情的发布均停留在武汉卫健委层面。1月 19日，据财新记者了解，国家卫健委表示，

其他城市如发现病例会进行官方通报。而此前记者询问时，均表示具体疫情发布仍由属地负责。1月 19日晚间，国家卫健委首

度披露，已在 1月 1日便成立由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

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最早的病例于 12月上旬就医。（参见“不明肺炎忽现”）前几日，武汉方面对外实行人员检测报告制度开始升级。武汉市

副市长陈邂馨今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武汉市已构建多层次联动机制，组建工作专班。自 1月 14日起，在机场、火车站、汽

车站和客运码头等交通枢纽设置体温检测点、排查点，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发放宣传册和口罩，指导转诊到辖区医疗

机构，并进行登记报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时发现和处置疫情。财新记者了解到，1月 17日起，武汉天河机场对发

热旅客采取临时隔离措施，免费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 

　　其他部分城市的防控也有所加强。1月 16日，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网页发布《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冬季呼

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全员培训的通知》，将从 1月 19日起为纳入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的全体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岗村医进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和防控等方案、和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等培训。 

　　财新记者致电上海市华山医院副院长，他表示医院已经加强了防范。 

　　记者前往传说中出现怀疑病例的上海中山医院，但在现场并未发现异样，没有张贴警告，医护人员也未见身着防护服。急

诊室一如往常人满为患，保安数量很多。 

　　财新记者来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探访。医院的发热门诊和肺炎病房大楼的医护人员都戴了 N95口罩和穿着一次性防护衣。

在肺炎病房大楼一楼就设置卖 N95口罩的机器。 

　　传染病大楼的医护人员暂发现明显防护措施，部分医护人员并没有佩戴口罩。一个在感染病大楼住院的病人正在室外遛弯，

他说这两天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 

　　一位病人家属介绍，他父亲今年 61岁，从武汉乘高铁来深圳过年，因近期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所以身体有些虚弱，加上有抽

烟喝酒的习惯，有些咳嗽，但并没有发烧，出于谨慎也来看病。他表示，听护士说，根据文件，来自武汉有呼吸道症状就被引

导到发热传染门诊检查，进一步评估是否住院隔离。 

　　财新记者从北京一个三甲医院了解到，目前还没有试剂盒，但相应检测已经展开。最近一周起，对于从武汉来的不明原因

发热患者样本会被送到疾控做检查，几个小时即可出结果。 

　　“所有发热患者都需要问问流行病学史。对于没有去过武汉的还是平常对待，对于来自武汉的病例比较重视。技术没有问

题，检测放在每个地方省市级别的疾控应该就可以（落实），如果再培训到各个医院，肯定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就很高了。” 

北京一位接待过武汉来发热病人医院的医生说，表示其所在的医院并没有发现感染病例，怀疑案例发现后经过检测“几个小时

就通知那个病例解除隔离了”。 

　　但也有一些城市的防控情况值得进一步关注。重庆一三甲医院相关人士回复财新记者：“好像还没有（措施）。” 

　　财新记者发现，在网络购物平台销售的口罩热销，但随着春假临近，一些商家已停止发货，尚在经营的商家将口罩价格提

升。一种专门用于医疗防护的口罩型号，在 1月 17日售价尚为 150元左右一盒，每盒 30个，到 1月 18日就涨价到 300元左

右一盒，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全国其他城市疫情究竟如何？全国各地针对春运旅途的具体防控措施是什么？政府是否准备就肺炎疫情开新闻发布会？这

些问题尚待回答。 

　　1月 10日至 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相继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nCoV）的国家能力审查工具》、《WHO关于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nCoV）导致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管理临时指南》（下称“临床管理指南”）以及《疑似病例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实验室测试临时指导》。 

　　其中，根据WHO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临床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翻译，临床管理指南建议医院在与

医疗系统（如急诊室）接触的第一时间，识别并分诊所有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患者。 

　　SARI患者为有发热史或测得的温度≥38C°且有咳嗽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最近 10天内发病；并且需要住院治疗者。但是，

不发热并不排除病毒感染的可能。而若 SARI患者在症状发作前 14天前往武汉旅行、其医护人员被感染、患者发展到意想不到

的临床病程、与确诊 nCoV进行密切接触，或在报告有医院相关 nCoV感染的国家的医疗机构，即可被判断为疑似 nCoV 的 SARI

患者。（详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WHO新型冠状病毒临时指南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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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WHO建议，应避免与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密切接触；勤洗手，尤其是在直接接触病人或其环境后洗手；避免在无保护

的情况下接触农场牲畜或野生动物；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应注意咳嗽礼仪（保持距离，在咳嗽和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

或衣服盖住口鼻，洗手）；在医疗机构中加强医院特别是急诊科的标准感染防控措施；不建议对旅行者采取任何具体卫生措施。

如果在旅行期间或旅行后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症状，旅客应就医并将旅行史告知医生。已更新旅行指导。 

　　不过，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杰建议，在人多的场合，尤其是对于自身抵抗力不是很强的

人，应该戴口罩进行防护。 

　　湖北省疾控中心 1月 19日发布的信息中也指出，戴口罩是阻断呼吸道分泌物传播的有效手段，选择医用外科口罩能很好地

预防呼吸道疾病。 

　　自 1月 9日“武汉肺炎”被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后，1月 11日-1月 17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无新增病例。1

月 13日，泰国公布 1例；1月 16日，日本公布 1例；1月 17日，泰国公布再增 1例。 

　　此后新增患者数量急剧增多。1月 18日凌晨，武汉通报新增 4例；1月 19日凌晨，武汉通报，依据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临

床表现、流行病学史，以及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结果进行综合研判，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 17例。 

　　1月 19日凌晨，武汉卫健委的最新通报称，新增的 17例患者发病日期在 2020年 1月 13日前。据武汉方面 1月 15日发

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估计，2019-nCoV的潜伏期至多为 14日。而引起多数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

在 1月 1日闭市。 

　　在 1月 19日发布的央视采访中，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刚表示，目前综合判断，对本次的疫情初步印

象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但武汉卫健委并未公布新增病例身份，

是否均为华南海鲜市场直接暴露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市最新 1月 20日发布的疫情通报中，首度没有提及上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及“持续人传人风

险较低”的说法。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患者增至 198人 死亡 3例 

　　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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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东报告 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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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 

 

据央视新闻官方微博消息，北京市大兴区医疗机构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相关报道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财新网】据央视新闻官方微博消息，北京市大兴区医疗机构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

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两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

疗，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已对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1月 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为 66岁男性，现居深圳，2019年 12月 29日赴武汉探亲，2020年 1月 3日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 4日返深

后就诊，1月 11日转至深圳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省、市疾控中心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

1月 18日，标本送至中国疾控中心进行病毒核酸复核检测，结果为阳性。1月 19日，经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领导小组下设的

诊断组专家，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内容，对该病例进行评估确认，专家组一致同意将该

病例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现患者病情稳定。已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随访。 

　　当前，正全力救治患者，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加强密切接触者跟踪管理，强化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规范开展对可疑病

例的监测、筛查、诊断治疗和处置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环境整治，做好农贸市场管理，取缔违法售卖野生动物

行为，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专家提醒，目前正处于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市民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注意保持室内环境卫生和空气流通，尽量减少到空气不流通或人流密集的公众场合活动，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请及时

到医疗机构就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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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暂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报告 首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  

2020年 01月 20日 07:00 来源于 财新网 

广州市卫健委通知要求，全市首例病例要逐级上报，由省疾控中心初筛，并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后，由国家评估确认诊断，再由省卫健委公布 

 

资料图：广州。1月 17日，广州市卫健委根据会议内容下发通知，要求各医院加强值班人员配备，制定紧急预案。卫健委提出，春节

后返穗旅客多，输入病例风险提升，各机构要做足应对准备。 

相关报道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财新网】（记者 黄姝伦）中国春运是全球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即将在各地掀起高潮。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不明原因肺

炎疫情后，感染人数有上升趋势，令各地疾控部门紧张升级。 

　　财新记者获悉，1月 15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召开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作视频会议。1月 17日，广

州市卫健委根据会议内容下发通知，要求各医院加强值班人员配备，制定紧急预案。卫健委提出，春节后返穗旅客多，输入病

例风险提升，各机构要做足应对准备。 

　　据武汉市卫健委最新通报，截至 1月 19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已达 62例，死亡 2例。病毒跨越国境，泰国、

日本共报告有 3例确诊感染者。 

　　1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1月 15日，

武汉卫健委通报披露，确诊病例中，男性占多数，中老年发病人数较多，病例早期以发热和咳嗽症状为主，可表现为持续性轻

症，但年龄较大或有基础性疾病患者则易进展为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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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通知显示，广州市卫健委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临床救治工作，还成立了临床专

家组，负责全市医务人员培训、指导临床诊断及医疗救治。 

　　通知强调，广州各区卫生局要督促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置独立发热门诊。预检出的发热病人要按要求填写基本情况登记表，

病人发病前 14天内有疫情发生地区旅游或居住史、野生动物接触史、与类似病例密切接触史，出现不明原因发热、咳嗽等症状，

其病例备注“可疑”。病例按传染病网络直报制度报送。前述登记表每日一报至当地疾控部门，再汇总上报。 

　　通知还显示，全市首个病例一旦出现，要逐级上报，由省疾控中心初筛，并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后，由国家评估确认诊断，

由广东省卫健委公布。第二例及以后病例，由广东省疾控中心初筛，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由广东省卫健委确认并予公布。 

　　广州市暂无“不明肺炎”报告。 

　　据新华社 1月 19日报道，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表示，随着检测工作进一步开展，

新增病例还可能继续增加。 

　　同日晚间，国家卫建委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称，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

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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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已成立肺炎疫情应对领导小组 马晓伟任组长  

2020年 01月 19日 19:50 来源于 财新网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密监控。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特写|口罩涨价，各地这样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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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财新网】今日（1月 19日），针对武汉肺炎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微信公众号“健康中国”发布消息，表示积极开

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原文如下： 

　　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后，我委立即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武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与湖北省、武

汉市共同研究落实疫情防控措施。2020年 1月 1日，我委成立由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

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我委第一时间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单位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

室平行检测。2020年 1月 8日，初步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随即，我委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研究共同加强

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举措。召开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电视电话会议，对全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印发病例诊疗、防控方

案（涵盖监测、流调、密切接触者管理、实验室检测等内容），在全国建立了“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下发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要求各地加强检测，全力救治患者，及时发布确诊病例及疫情防控信息。全国爱卫办部署开展以加强市场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为主题的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近日，我委陆续向全国各省派出工作组，指导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同时，加

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世界卫生组织、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有关国家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

织共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疫情应对处置工作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变异仍需严

密监控。 

　　下一步，我委将加强部门协调联动，严格落实疫情防扩散措施。继续做好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置疫情。

组织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继续加强病毒溯源和变异监测工作，做好应对疫情变化的技术准备。我委

将加强春节期间值班值守，密切关注疫情防控形势发展变化，指导各地落实防控措施。（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如是说 

　　特写|口罩涨价，各地这样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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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现武汉肺炎疑云 疑似病例家属

如是说  

2020年 01月 19日 18:4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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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研究型医院，也是深圳及周边港、澳、东莞、惠州等地区唯一一家以传染病治疗为特色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 

 

1月 18日下午 2时许，财新记者来到疑似接受武汉肺炎疑似病例的深圳三院。图/财新记者 刘雁菲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特写|口罩涨价，各地这样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财新网】（记者 文思敏 刘雁菲）“请来院就诊的患者先到门诊正门口处测量体温，谢谢配合！”一踏进深圳市第三人

民医院门诊部，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 

　　1月 19日下午，门诊部的护士正帮进入医院的病人度量体温。而发热门诊部里，医护人员都带上了头套和 N95口罩，穿

上蓝色的一次性防护衣。N95口罩是“非典”时期受世界卫生组织（WHO）特别推荐的防护用品。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深圳三院）位于龙岗区，是一家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研究型医院，也是深圳及周边港、澳、东

莞、惠州等地区唯一一家以传染病治疗为特色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1月 18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已有两名武汉肺

炎疑似患者在深圳三院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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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三院发热门诊门口，医护人员带上了一次性的头套和防护衣，以及 N95口罩。图/财新记者 刘雁菲 

　　1月 19日下午二时许，财新记者来到深圳三院。发热门诊外站着几位患者家属，他们告诉财新记者，护士说因为诊室里出

现了一例武汉肺炎疑似病例，建议家属在外等候。而这位“疑似病例”的患者家属正在门外焦急地打着电话。 

　　这位患者家属告诉财新记者，疑似病例患者是他的岳父，现年 61岁，来就诊前咳嗽了十天左右，并无发烧迹象，在门诊部

测量体温时，护士询问得知刚从武汉回来，便直接引流到了发热门诊；医生在诊室问诊时，对喉咙及对肺部进行了简单的检查

和听诊后，最初判断病人不发烧便不需要隔离，只需要检查，随后有护士进来说所有从武汉回来的病人都要隔离，医生又打了

三个电话后，开了隔离病房的住院单。 



 

深圳三院门诊部前贴上了就诊患者需先测量体温的告示。图/财新记者 刘雁菲 

　　1月 19日，香港《明报》引述未具名人士称，深圳如有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须转送至深圳三院。 

　　前述疑似病例患者家属则表示，其岳父并非被转送至深圳三院，而是因家住附近所以前往深圳三院就诊，此前并未听到外

界消息称该医院接收了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该人士续称，岳父住在武汉市蔡甸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较远，但平时也会去家附近的菜场买菜；此外，因为岳父早前完

成心脏支架手术后，还未完全恢复，且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武汉当地的诊所亦表示，可能肺部有些小毛病。他并不太担心岳父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另据香港《明报》19日报道所发出的图片，18日下午，有医护人员在对深圳三院 D栋感染病住院楼进行消毒。前述疑似

病例患者家属亦表示，医生开的住院单上亦写着，岳父将被隔离在 D栋。记者前往 D栋住院楼，发现出入的医护人员及医生并

无特殊的防护装备，亦有医生或护士没有带上口罩，楼下散步的病患也无收到需要提高警惕的通知。 

　　不过，这栋住院楼里只有四楼的病人通道紧闭且上锁。财新记者随后来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行政楼，在向执勤保安表明来

意后，一位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走廊上将记者拦住，并表示“武汉肺炎”的相关情况是由国家统一发布权威意见，医院不接受

任何采访，对于该院是否已经接收武汉肺炎病患等问题，该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无可奉告”。 



 

有疑似病例患者家属称，院方开出的住院单写着疑似病人需入住医院 D栋感染病住院楼。图/财新记者 刘雁菲 

　　财新记者未在深圳三院寻找到香港媒体所报道的两名被隔离、疑似感染武汉肺炎人士。1月 19日下午，记者也致电广东省

宣传部新闻处、深圳卫健委等机构，均未有明确回复。 

　　大约下午五时许，前述疑似病例患者家属表示，已经做了抽血及肺部 X光片的检查，初步确诊肺炎，需要住院进一步排查，

但目前仍在与院方沟通，因为根据岳父的情况判断，家属感觉应该不是武汉肺炎。 

　　财新记者亦前往深圳蛇口人民医院，发现发热门诊、急诊、呼吸内科住院处与平常防护无异，医护人员佩戴的是普通蓝色

外科口罩。另据一名家住福田区的深圳市民介绍，他所在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从 18日起戴上了口罩和头套。 

　　在 1月 19日武汉市介绍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情况的记者会上，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表示，目前综合判断，新型

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病例中多数以轻症为主。累计追踪到的 763名

密切接触者中，已解除医学观察 681人，密切接触者中暂未发现相关病例。 

　　据武汉市卫健委最新通报的数据，累计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已达 62例，在治重症 8例，死亡 2例。此外，

泰国及日本已报告有 3例确诊感染者。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截至 1月 18日中午 12時，香港已有 90例曾去过武汉且有发

烧、咳嗽等症状的患者，不过经检测显示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财新记者黄姝伦、屈慧对此文亦有贡献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特写|口罩涨价，各地这样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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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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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口罩涨价，各地这样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020年 01月 19日 17:26 来源于 财新网 

部分商家所售口罩价格一日内翻倍；中国官方披露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总数达到 62人，其中 1月 17日一天便新增 17人 

 

春运季节已经开启，随着更多新增病例的披露，人们担心武汉肺炎疫情向更大范围扩散。财新记者发现，在网络购物平台销售的口罩

热销，但随着春假临近，一些商家已停止发货，尚在经营的商家将口罩价格提升。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财新网】（记者 马丹萌 文思敏 赵今朝 刘雁菲 实习记者 陈芷楠）春运季节已经开启，随着更多新增病例的披露，人

们担心武汉肺炎疫情向更大范围扩散。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明确指出，随着检测工

作的进一步开展，预计新增病例还可能继续增加。各大城市的防控进展如何？ 

　　从 12月 31日疫情对外公布开始，疫情的发布均停留在武汉卫健委层面。1月 19日，据财新记者了解，国家卫健委表示，

其他城市如发现病例会进行官方通报。而此前记者询问时，均表示具体疫情发布仍由属地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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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病例于 12月上旬就医。（参见“不明原因肺炎忽现”）前几日，武汉方面对外实行人员检测报告制度开始升级。武

汉市副市长陈邂馨今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武汉市已构建多层次联动机制，组建工作专班。自 1月 14日起，在机场、火车站、

汽车站和客运码头等交通枢纽设置体温检测点、排查点，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发放宣传册和口罩，指导转诊到辖区医

疗机构，并进行登记报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时发现和处置疫情。财新记者了解到，1月 17日起，武汉天河机场对

发热旅客采取临时隔离措施，免费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 

　　其他部分城市的防控也有所加强。1月 16日，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网页发布《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冬季呼

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全员培训的通知》，将从 1月 19日起为纳入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的全体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岗村医进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和防控等方案、和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等培训。 

　　财新记者致电上海市华山医院副院长，他表示医院已经加强了防范。 

　　上海中山医院现场也并未发现异样，没有张贴警告，医护人员也未见身着防护服。急诊室一如往常人满为患，保安数量很

多。 

　　财新记者来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探访。医院的发热门诊和肺炎病房大楼的医护人员都戴了 N95口罩和穿着一次性防护衣。

在肺炎病房大楼一楼就设置卖 N95口罩的机器。 

　　传染病大楼的医护人员暂发现明显防护措施，部分医护人员并没有佩戴口罩。一个在感染病大楼住院的病人正在室外遛弯，

他说这两天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 

　　一位病人家属介绍，他父亲今年 61岁，从武汉乘高铁来深圳过年，因近期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所以身体有些虚弱，加上有抽

烟喝酒的习惯，有些咳嗽，但并没有发烧，出于谨慎也来看病。他表示，听护士说，根据文件，来自武汉有呼吸道症状就被引

导到发热传染门诊检查，进一步评估是否住院隔离。 

　　财新记者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了解到，目前还没有试剂盒，但相应检测已经展开。最近一周起，对于从武汉来的不明原因

发热患者样本会被送到疾控做检查，几个小时即可出结果。 

　　“所有发热患者都需要问问流行病学史。对于没有去过武汉的还是平常对待，对于来自武汉的病例比较重视。技术没有问

题，检测放在每个地方省市级别的疾控应该就可以（落实），如果再培训到各个医院，肯定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就很高了。” 

北京一位接待过武汉来发热病人医院的医生说，表示其所在的医院并没有发现感染病例，怀疑案例发现后经过检测“几个小时

就通知那个病例解除隔离了”。 

　　但也有一些城市的防控情况值得进一步关注。重庆一三甲医院相关人士回复财新记者：“好像还没有（措施）。” 

　　财新记者发现，在网络购物平台销售的口罩热销，但随着春假临近，一些商家已停止发货，尚在经营的商家将口罩价格提

升。一种专门用于医疗防护的口罩型号，在 1月 17日售价尚为 150元左右一盒，每盒 30个，到 1月 18日就涨价到 300元左

右一盒，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全国其他城市疫情究竟如何？全国各地针对春运旅途的具体防控措施是什么？政府是否准备就肺炎疫情开新闻发布会？这

些问题尚待回答。 

　　1月 10日至 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相继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nCoV）的国家能力审查工具》、《WHO关于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nCoV）导致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管理临时指南》（下称“临床管理指南”）以及《疑似病例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实验室测试临时指导》。 

　　其中，根据WHO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临床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翻译，临床管理指南建议医院在与

医疗系统（如急诊室）接触的第一时间，识别并分诊所有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患者。 

　　SARI患者为有发热史或测得的温度≥38C°且有咳嗽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最近 10天内发病；并且需要住院治疗者。但是，

不发热并不排除病毒感染的可能。而若 SARI患者在症状发作前 14天前往武汉旅行、其医护人员被感染、患者发展到意想不到

的临床病程、与确诊 nCoV进行密切接触，或在报告有医院相关 nCoV感染的国家的医疗机构，即可被判断为疑似 nCoV 的 SARI

患者。（详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WHO新型冠状病毒临时指南的编写（附指南中文全文）”） 

　　此外，WHO建议，应避免与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密切接触；勤洗手，尤其是在直接接触病人或其环境后洗手；避免在无保护

的情况下接触农场牲畜或野生动物；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人应注意咳嗽礼仪（保持距离，在咳嗽和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

或衣服盖住口鼻，洗手）；在医疗机构中加强医院特别是急诊科的标准感染防控措施；不建议对旅行者采取任何具体卫生措施。

如果在旅行期间或旅行后出现呼吸系统疾病症状，旅客应就医并将旅行史告知医生。已更新旅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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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杰建议，在人多的场合，尤其是对于自身抵抗力不是很强的

人，应该戴口罩进行防护。 

　　湖北省疾控中心 1月 19日发布的信息中也指出，戴口罩是阻断呼吸道分泌物传播的有效手段，选择医用外科口罩能很好地

预防呼吸道疾病。 

　　自 1月 9日“武汉肺炎”被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后，1月 11日-1月 17日凌晨，武汉卫健委通报：无新增病例。1

月 13日，泰国公布 1例；1月 16日，日本公布 1例；1月 17日，泰国公布再增 1例。 

　　此后新增患者数量急剧增多。1月 18日凌晨，武汉通报新增 4例；1月 19日凌晨，武汉通报，依据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临

床表现、流行病学史，以及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结果进行综合研判，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 17例。 

　　1月 19日凌晨，武汉卫健委的最新通报称，新增的 17例患者发病日期在 2020年 1月 13日前。据武汉方面 1月 15日发

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估计，2019-nCoV的潜伏期至多为 14日。而引起多数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

在 1月 1日闭市。在今日接受央视采访时，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刚表示，目前综合判断，对本次的疫情

初步印象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但武汉卫健委并未公布新增病

例身份，是否均为华南海鲜市场直接暴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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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国际报告对武汉肺炎的估算——一份尚有争议的参考

资料 

2020年 01月 19日 16:10 分类：民生 阅读：9951 评论：0 

       1月17日，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Modelling）、帝国理工学院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发表报告称，估算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数量

远大于当前通报的病例数量。 

  

       这份英文资料很受关注，其可靠性也有争议。兹事体大，2003年教训犹在眼前，恰获得其中文译本，故将其核心内容展示，

供读者参考。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表示，疾病模型（disease modeling） 是流行病学家常用的计算和预测方法，因难以

穷尽所有的可能病例（包括隐性感染及轻症患者），所以经常要借助数学方法进行疾病感染与扩散模式的计算、预测和模拟。 

  

　　朱华晨认为，这篇报告采用的计算思路大体是可取的，可以为疾病防控提供一些参考依据。但这篇报告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参数与模型种类的选择、输入参数数值的可靠程度。在目前临床流行病学信息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输入

数据过少，考虑因素过于简单，所以只能提供大体趋势，其预测结果的准确程度是有明显局限的。 

  

　　此报告还预测，感染者数量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 4471和 427 （置信区间：95%）。朱华晨表示，该研究样本量较少，上下

限的差距大，其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一线数据，流行病学家可以通过引入更多参数、更准确的初始值，来实

现更准确的计算与预测。 

  

　　世卫组织发言人 Tarik Jašarević表示，他们欢迎此类分析，但这尚不能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数据。“模型分析有助于计

划。我们当前为国家/地区提供的防控建议和工具已经考虑了更多病例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正在与几个建模小组合作，为他们

的工作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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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理工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报告主要内容： 

  

《中国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潜在总数的估算》 

  

　　尼尔�弗格森（Neil M. Ferguson）、今井夏子（Natsuko Imai）等人估计，截至报告的最后发病日 2020年 1月 12日，武汉

市共有 1，723例 2019-nCoV病例（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感染病例数为 427 – 4，471）出现症状。 

  

此估计基于以下假设 

  

　　1、武汉国际机场服务人口约有 1900万人口。 

  

　　2、从感染到病例发现之间平均有 10天的延迟，包括 5-6天的潜伏期和从症状发作到病例发现、住院之间的 4-5天的延迟

（在泰国和日本发现的病例分别在发病后 3天和 7天住院）。 

  

　　3、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来自武汉的国际旅行总量为每天 3，301人次。该估算值基于 2018年 IATA数据的前 20个目的地

国家/地区的每日 3，418名外国旅客中得出，并使用帝国理工学院持有的 2016年 IATA数据来更正前者数据中出现的农历新年

旅行激增（今年尚未发生），以及前往前 20个目的地列表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旅行量。 

  

注意事项 

  

　　1、 这项估算假设出境旅行的时间足够长，以至于受感染的武汉居民出国旅行会出现症状并在国外被发现，而不是在返回

武汉后被发现。学者们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预计到武汉的国际游客（例如在日本被发现的情况）与居民的接触时间较

短，因此感染风险较低。正确解释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其他数据，但会增加学者们对案件总数的估计。 

  

　　2、 估算的潜在病例数，其疾病严重程度需要住院（在泰国和日本发现的病例均为中等严重）。估算不包括轻度或无症状的

病例。 

  

　　3、 由于 2019-nCov的潜伏期未知，该数值根据对 MERS-CoV和 SARS的估计值进行了估算。 

  

　　4、 学者们假设国际旅行与暴露于 2019n-CoV或感染状态的风险无关。如果人畜共患病的暴露偏向于较富裕的人，旅行频

率则可能与暴露相关。而且，某些旅行可能与感染状况（在国外寻求医疗照护）或武汉市接触者的感染状况有因果关系（这可

能适用于在日本发现的病例）。考虑到任何一个关联都会增加病例旅行的可能性，因此，学者们认为此研究仍可能低估了病例总

数。 

  

敏感度分析 

  

　　学者们探讨了总病例估计值对以下假设的敏感度： 

  

　　1、 检测窗口的持续时间（较低值为 8天）； 

  

　　2、 武汉机场服务人口规模（武汉市人口为 1100万，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 1900万）； 

  

　　3、 国际上报告的实际输出病例（2、3和 4个病例）。 



  

　　表 1总结了基线假设和探索的其他情况。当前报告的病例数（44）大大低于我们估算的最保守的其他情况（190个病例，

情况 3）的下限。 

 

  

结论 

  

　　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比目前报道的中、重度呼吸道疾病病例多得多。此处提出的估计值表明，应扩大监测范

围，纳入武汉和中国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的所有肺炎或严重呼吸系统疾病住院病例。该分析并没有直接涉及传播途径，但是过

去发生的相似规模的 SARS和 MERS-CoV的暴发经验表明，目前不应该排除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 

  

方法 

  

　　利用国际上报告的病例，推断出武汉市迄今为止可能发生的病例数量。 

  

　　需要健康照护的病例总数由海外监测到的病例除以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得到： 

 

　　在海外发现任何一例病例的概率（p）=每天出国旅行的概率 x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而每天出国旅行的概率由武汉每日出

境国际旅客除以武汉机场服务人口得到： 

 

　　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可以近似为：发现病例的平均时间=潜伏期+从症状发作到病例发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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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明 γ射线：暗物质的潜在暗示？ 

  

在所有电磁辐射中，γ射线波长最短、频率最高，所以携带能量最大、穿透能力最强。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辐射，之所以能够造

成物种变异，就是因为其中的 γ射线能直接破坏 DNA分子。 

  

宇宙中有很多 γ辐射，其中最为夸张的是 γ射线爆。1997年监测到的一次就非常壮观，在 50秒内释放的能量相当于银河系 200

年辐射的总能量，爆发后的一两秒内，亮度超过了宇宙其他部分亮度总和，成为那一瞬间名副其实的“全宇宙焦点”。爆发在附近

几百公里范围内产生的高温高密，相当于宇宙大爆炸之初千分之一秒的情形。此后天文学家们还观测到过规模更大的爆发，有

的规模甚至比这次高出一个数量级。 

  

幸好这些爆发都发生在遥远的其他星系，在银河系内目前尚未发现。而且这些爆发产生的射流，很仁慈地没有扫过太阳系，让

我们这些脆弱的生命能够免遭灭顶之灾。 

  

宇宙中 γ辐射的起因非常神秘，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那些持续时间只有 0.2-1000秒的 γ射线爆，主要是由大质量天体相互碰撞

所产生。还有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辐射，是黑洞在吞噬物质时，沿自转轴方向发送的高能射线。另外还有大量零散的 γ射线，

至今搞不清其来源。 

  

宇宙 γ射线虽然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就被发现，但天文学界真正对其展开研究多是在最近 30年。尤其是在 2008年，搭载 LAT

望远镜的费米卫星发射升空之后。这颗卫星至今已对能级在 50MeV到 1TeV之间的 5098个银河系外 γ射线源进行了细致观测，

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积攒了大量宝贵数据。 

  

这些数据不仅有助于天文学家了解天体演化和碰撞等宇宙尺度的行为，也对高能物理学家颇有价值。因为这些 γ射线多产生于

极端高能条件下，当他们穿过广袤宇宙空间来到地球，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极端条件下物质作用的线索。而那些极端条件，是

我们在地球上以现有技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不久前，一个庞大的国际合作团队，就将宇宙不明 γ射线与暗物质的研究联系起来，通过对比分析二者的分布情况，发现那些

不明 γ射线似乎与宇宙暗物质存在比较明显的联系[1, 2]。这个团队成员近百名，来自欧洲和美国多家研究机构。他们采用费米

卫星收集的近 9年宇宙 γ射线数据，剔除掉所有已知源，只保留那些来源和成因不明的成分（也称 UGRB，unresolved γ-ray 

background）并绘制成宇宙中 UGRB的分布图。 



  

与 UGRB分布图进行对比的暗物质分布图，来源于暗能量巡天（DES，Dark Energy Survey）第一年内的数据。由于暗物质不参

与电磁作用，目前探测暗物质的手段只有依靠其质量产生的引力透镜效应。透镜扫过贴有网格图案的墙壁时，会使墙上的图案

看起来有变形。根据同样的原理，精心对比不同时间的天体位置，就可以推算出宇宙中暗物质的分布情况。 

  

UGRB分布图与暗物质分布图的对比分析，显示出二者有比较明确的联系。这个结论暗示了构成暗物质的成分，虽然暗物质本身

不参与任何电磁作用，但其衰变产物或衰变过程却可能伴随高能电磁作用的参与。 

  

关于宇宙 γ射线的研究尚处方兴未艾的阶段，未来必然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神奇的新发现。 

  

[1] Ammazzalorso S, Gruen D, Regis M, et al. Detection of cross-correlation between gravitational lensing and gamma 

rays[J]. arXiv preprint arXiv:1907.13484, 2019. 

  

[2] 目前该文章已被物理学顶级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接收。 

  

2 大多数女性堕胎多年后并未后悔 

  

1月份出版的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期刊上刊登的一篇研究表明[1]，堕胎手术过了 5年之后，95%的参

与调查女性仍然认为当初她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在这项研究做出之前，美国很多州都假定堕胎是一件会让女性后悔的事情，

因此要求堕胎前要有冷静期，并且接受咨询辅导。 

  

这项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高等生育健康中心主导的研究表明，认为女性堕胎后总有一天会后悔的假定是毫无根据的。相反，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堕胎后正面心理感受或者负面心理感受的情况都在减少，而五年之后，84%的被调查女性有正面感受或

者对此没有感受。 

  

这项研究的作者，助理教授 Corinne Rocca说：“即使她们在做出堕胎决定前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刻，亦或她们认为自己所在的

社区不会认可自己堕胎的行为，我们的研究仍然表明绝大多数的女性坚信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项研究揭穿了那些认

为女性堕胎后会有后悔情绪的说法。” 

  

这项研究对近 1000名来自全国 21个州的计划堕胎的女性进行了为期 5年的跟踪，从健康后果、经济后果与政治后果方面进行

了研究。这其中有 667人是在项目开始初期就已经做了堕胎手术。整个调研有 11次，分布在堕胎（sought care）后的一周以

及之后的每 6个月。 

  

即使女性没有报告说她们为堕胎感到后悔，但很多人的确在做出堕胎决定之前有过挣扎。27%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个决定非常困

难，另外 27%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困难。而剩下的 46%认为这个决定并无困难。而 7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堕胎行为如果

被发现，会使自己在社区里蒙羞，这其中，29%的人认为是轻微蒙羞，31%的人认为会严重蒙羞。这些堕胎决定前的挣扎或者

对蒙羞的担心反而会使堕胎后的女性有短期的沮丧感、负罪感或者是愤怒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负面情绪衰减得非常快，

基本上一年之后即可摆脱。 

  

“解脱”——这才是所有被调查者给出的最频繁和最终的情绪词。 

  

[1] Emotions and decision rightness over five years following an abortion: An examination of decision difficulty and abortion 

stigma.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9.112704 

  



3 50年困惑新解：二维/三维液体完全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2维液体[1]与 3维液体[2]只是在自由度上不同，如 2维液体中分子的旋转轴只能是一个方向，而 3维中可以有

2或 3个方向。但是最近，一个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高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共同组成的团队，于 2019年 11月在 PNAS发表新成果[3]：2维液体与 3维液体在动力学本质上完全不同。该团队

认为，2维液体与 3维液体不只是数学上存在不同，它们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 

  

研究人员将数值模拟与笔算（pen-and-paper calculations）结合，预测了 2维液体中的原子在“有效”忘记初始位置前还可以运动

很长距离。该行为会使一大群原子产生微妙运动，这种运动原本认为只会出现在固体中。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研究者在显微镜下追踪胶体颗粒运动。在一般的 3维液体中，这样的粒子表现为随机运动，即布朗运动。

但是在 2维液体中，该团队认为布朗运动叠加在大规模集体运动（large scale collective motions）上。在 20世纪 60年代，Mermin

和Wagner提出了长波长弹性模型（long wavelength elastic model），该模型可以得出这种运动，当时认为这种运动只能出现在

2 维固体中或过冷液体中，前者是破坏了 2 维固体的长程有序，后者则是消除了瞬时类固体反应  (transient solid-like 

response) 。 

  

但该团队通过模拟得到，这种长波波动（long wavelength fluctuations）也会影响 2维液体，使其不再出现瞬时类固体反应[4]。 

  

在该状态下，这种波动会使长时段扩散系数 D与结构弛豫时间 τ去耦合，使得 D ∝τ-k（κ>1）。只有在极高温的分子液体或者

低密度胶体系统中，长波波动才可以忽略，从而显示出独立的布朗运动。 

 

在模拟的原子轨迹图上，2维液体的原子轨迹会被拉长，且封闭轨迹的拉长方式很相似，这就是集体运动的可视化特征，即 2维

与 3维液体区别的一种体现。因此，该研究的主要领导者 Pica Ciamarra得出结论：2维液体与 3维液体不只是数学上的不同，

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同时他也认为：在动力学上，许多 2维液体与 3维液体令人困惑的性质，都可以通过这一发现得到

解释。因为只有 2维液体的弛豫时间不与粒子扩散性成反比。 

  



[1] 注：2维液体是指运动被限制在平面或其他（如球面）2维空间内，以液态存在的一组粒子。 

  

[2] 注：3维液体是日常所见液体，没有确定的形状，但有一定体积。液体是由经分子间作用力结合在一起的微小振动粒子组成，

具有移动与转动等运动性，如水。 

  

[3] Li, Y., Mishra, C., Sun, Z., Zhao, K., Mason, T., Ganapathy, R. and Pica Ciamarra, M. (2019). Long-wavelength 

fluctuations and anomalous dynamics in 2-dimensional liqui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46), 

pp.22977-22982. 

  

[4] 注：这种影响与过冷液体不同，因为后者与位移明显不同的颗粒共存（coexistence of particles with markedly different 

displacements）无关。 

  

4 白血病对维生素 B6“上瘾”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发现[1]，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通过利用维生素 B6加速细胞分裂而发展病情。在酶的促进下，

B6参与制造细胞分裂所必需的蛋白质，如果限制肿瘤利用这种酶的能力，则有望阻止癌症的生长。这是一种可在不损害健康细

胞的情况下攻击癌症的方法，因为健康细胞也需要 B6维生素才能生存。 

  

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 AML患者在确诊后可以存活 5年。为了找到这种侵略性血癌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冷泉港实验室的研究

员 Zhang Lingbo仔细研究了癌性白细胞的基因。 

  

研究团队在白血病细胞中发现了超过 230个非常活跃的基因，并使用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逐一关闭了其中每个基因的活性，

以测试它们的缺失是否会阻止癌细胞增殖。研究发现，产生 PDXK酶（一种帮助细胞利用维生素 B6的酶）的基因对癌症的生长

最为重要。 

  

维生素 B6对于细胞代谢、产生能量和其他对细胞生长至关重要的资源至关重要。在健康的细胞中，PDXK酶可控制这种维生素

的活性，确保它及时发挥作用。由于正常细胞并不会一直分裂，因此 PDXK酶也不会一直促进维生素 B6的活性。 

  

然而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的频率更高。Zhang观察分析说：AML癌细胞中的 PDXK酶一直在促进维生素 B6的活性。他认为，

这表明白血病细胞对维生素 B6上瘾，可以说是这种癌症的脆弱之处。 

  

Zhang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减少维生素 B6的摄入量必然会使癌症患者受益，这种维生素对于健康细胞的生存是必需的。 

  

研究团队表示下一步是开发药物，能够特异性阻断白血病激活 PDXK酶的过程。通过操纵酶控制维生素 B6活性的机制，药物可

以减缓甚至停止癌细胞的生长，而不会产生从健康细胞中彻底剔除维生素 B6会带来的巨大副作用。 

  

[1] Vitamin B6 Addiction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19.12.002 

  

5 非晶材料内部长啥样？“实锤”来了 

  

塑料、玻璃、凝胶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块状非晶材料。但是，这类材料的微观结构一直是个谜，尤其是在原子尺度上，一直

缺少其结构组成的确切证据。 

  

长期以来，连续无规网络模型渐成主流。这种观点认为，非晶材料中含有跟它们相应的晶态形式相同的键合单元，只不过这些



单元组成了连续无规网络结构，而不是周期性的结构。然而，在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同的同时，也不断有相反的实验证据冒出来

——非晶材料真的符合连续无规网络模型吗？还是内部嵌有微晶呢？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实锤”。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范德堡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1]，非晶材料的原子结构并不是连续无规网络结构，而是遵循竞争微晶模型，即一种内部嵌有微晶的结构。在这项研究中，研

究团队首次成功合成了一种稳定的单层非晶碳材料，并进行了原子级分辨率的精准成像，从而测定了非晶材料的原子结构。 

  

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与工程教授 Sokrates Pantelides说：“这种单层碳材料的发现首次证实了非晶材料的原子结构是一种包含有

微晶的结构，这为长久以来的争议给出了答案。但是，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出了一个答案；更在于展示了一种跟石墨

烯有所区别的二维碳材料，它在未来有着诱人的应用前景。”根据 Pantelides的说法，这种材料可以用于计算机磁性硬盘的抗腐

蚀的涂层，以及电池中的电流收集器。 

  

[1] Toh C T, Zhang H, Lin J, et al.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free-standing monolayer amorphous carbon[J]. Nature, 2020, 

577(7789): 199-203. 

  

6 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会是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什么？ 

  

2020年 1月 7日，“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断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月 11日 9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正式

对外界公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公共卫生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所张永振联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Edward Holmes，在 Virological网站上发表了该病毒的初始序列。第二天，中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GISAID上发布了从不同患者中收集的另外五个病毒的序列。至此，各地研究者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很快公布一项针对这种新病毒的诊断测试，该测试是由德国柏林大学附属夏里特医院的病毒学家 Christian 

Drosten和其他研究人员根据中国公布的序列开发的。它可以检测来自新型冠状病毒中三个不同基因的片段，这三个基因也存在

于 SARS病毒中。Drosten希望以各个公共卫生实验室都有的 SARS RNA作为阳性对照以立即开始工作。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

堂山分校的冠状病毒研究员 Ralph Baric已经在尝试从这些数据中合成活病毒，以便在动物中进行研究，并帮助开发一种简单易

用的抗体测试。爱丁堡的进化生物学家 Andrew Rambaut表示这些病毒“符合同一来源”，它们可能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同一批

动物，但一个月的时间里出现的病例表明来源可能并不止一群动物。香港大学病毒学家管毅也认为，该病毒是从多种动物宿主

身上独立跳跃到人群中的。目前可知，该病毒与 SARS属同一组别，相似度约 80%，是一个新型的“类 SARS”或“SARS样”的冠

状病毒。 

  

截至 14日，华大基因、硕世生物已成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据梅斯医学消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

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在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上表示，根据病毒基因图谱，将其相关图谱的基因排序与网上其他

排序比较，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 SARS冠状病毒。Rambaut认为，除了蝙蝠外，很可能还有另一种天然宿主，因为该病

毒基因组的某些部分与蝙蝠病毒非常相似，但其他部分都很不相似。 

  

[1] 本文摘编自 BioArt，作者唐小糖 

  

[2] 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月 18日消息：2020年 1月 16日，省、市专家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以及利用国

家刚下发的诊断试剂盒检测出的结果，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例。4名患者均为男性，于 2020年 1月 5日至 8

日期间发病、1月 8日至 13日入院治疗，经治疗后症状好转，目前病情稳定。4名新增病例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正在进一步进行

中，其密切接触者也正在追踪中。最新动态可关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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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专家：新增病例可能继续增加  

2020年 01月 19日 11:26 来源于 财新网 

武汉方面称，对本次的疫情初步印象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可防可控 

 

1月 19日，武汉市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综合防控工作答记者问。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

林在现场答记者问。图/截自央视视频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财新网】1月 19日，武汉市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综合防控工作答记者问。据新华社消息，受访专家和政府工作人

员称，随着各项工作防控措施的实施和落实，疫情可防可控。 

　　问：1月 17日、18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公布的信息中，我们注意到有新增病例，可否说明一下原因？今后还会出现

新增病例吗？ 

　　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武汉市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被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所致后，国家相关科研机构迅速研发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随后进行技术优化。1月 16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

国家下发的试剂盒后，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16-17日，国家、省市专家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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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综合判断，分别确认了 4例、17例患者。随着检测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预计新增病

例还可能继续增加。 

　　问：能否介绍一下新增病例的发现和确诊过程？ 

　　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疫情发生后，武汉市强化了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对发热伴

肺炎患者的筛查工作，对排除已知病毒（包括流感、腺病毒、SARS、MERS等）感染的病毒性肺炎患者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同

时采集标本送检，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国家、省市专家组结合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综合判断，

最终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问：能否对疫情当前形势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疫情可防可控吗？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刚：结合已知患者的临床表现，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报告，以及前期相关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目前综合判断，对本次的疫情初步印象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

人的风险较低。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实施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病例中多数以轻症为主；累计追踪到的 763名密切接触

者中，已解除医学观察 681人，密切接触者中暂未发现相关病例。 

　　问：能否介绍当前患者的救治情况？救治效果如何？病人可治吗？ 

　　湖北省医疗组专家、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武汉市高度重视患者救治工作，集中患者、集中资源、

集中专家、集中收治，将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全部收治在我市定点医院，采取一人一医疗团队、一人一诊疗方案，开

展规范诊疗。国家先后派出 5名呼吸内科、感染科专家，与湖北省 26名省、市医疗专家组成联合医疗救治专家组，采取轮班制，

24小时值守市定点医院，负责对病例进行指导和会诊，参与危重症病例的医疗救治工作。同时，从全市抽调一批医疗骨干支援

市定点医院，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截至 1月 17日已治愈出院 19例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治的。 

　　问：武汉市作为一个拥有近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城市，此次疫情发生后，在防范疫情扩散方面已采取了哪些措施？春节、

元宵两节将至，武汉市还将采取哪些举措？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邂馨：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构建多层次联动机制，组建强有力工作专班，快速应对处置疫情，

全力救治患者，努力防范疫情扩散。在防范疫情扩散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密切接触者管理。在全市部署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工作，各区对密切接触者实施“一人一档、一区一督导执法”，

采取社区干部、社区网格员、社区医务人员“三包一”的方式，对密切接触者实施分类监测管理，家属及其他一般人群密切接

触者由区疾控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户随访，每日一次，累计 1.21万人次。泰国、日本诊断病例的国内密切接触者正在开

展追踪和医学观察中。 

　　（二）实施联防联控。加强部门协同，压实主体责任，细化任务分工，严防疫情扩散。 

　　一是实施出境离汉人员管控。加强对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的管理，自 1月 14日起，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

头迅速安装红外线测温仪 35台，配备手持红外线测温仪 300余台，各区正在陆续加大配备力度；在“三站一场”设置体温检

测点、排查点，加强离汉旅客体温检测工作；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发放宣传册和口罩、免费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指

导转诊到辖区医疗机构，并进行登记报告。截至 1月 17日，共开展体温检测近 30万人次，发现 16名发热人员，均已排除阳

性病例。1月 19日，武汉再次部署出境离汉人员检测排查工作。同时，对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强化进行“日消毒”和“每班次通

风”。 

　　二是强化市场监管。继续加大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后管控力度，开展卫生学调查，对发现病例集中隔离治疗、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对市场及有关区域进行环境卫生处置；24小时管控市场及其周边出入口；对其废弃货

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对全市农（集）贸市场和各类经营场所进行整治，坚决禁止活禽销售，严禁非法养殖、加工、经营

各类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转运贩卖野生动物。对全市农（集）贸市场和各类经营场所进一步加强清洁、消毒、通风管理。 

　　三是加强人群集中活动管理。按照“非必须，不举办”的原则，加强春节期间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的管理，减少大型公众

聚集性活动。对集中居住和人群密集单位，辖区卫生健康部门将指导、督促开展晨检工作。 

　　四是严格发热门诊管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对发热病人及时开展检测、排查和对症治疗，及时发现和处置疫情。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 72个，日均处理发热病人 2000余人。 

　　五是加大爱国卫生运动力度。从 1月 12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整治环境，清洁家园，干干净净迎佳节”为主题的为

期 3个月的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截至目前，全市共有近千个单位 1万多人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活动，除四害、清运垃圾、清理

卫生死角、开展健康教育等，促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下一步，武汉市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继续加大发热人员监测，做到患者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二是继续加大农

（集）贸市场管控，坚决禁止活禽销售，严厉打击野生动物交易；三是继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城乡环境整治，有效预防

冬春季常见病；四是继续加大患者救治力度，全力做好重症患者救治，最大限度降低病死率；五是继续加强密切接触者管理，

切实保障广大居民和医务人员身体健康；六是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普及疫情防治相关知识。（新华社记者 廖君 乐文婉）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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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通报新增 1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  

2020年 01月 19日 07:24 来源于 财新网 

3例为重症，其余病情稳定，除 2例病情危重暂不适宜转运外，其余 15例均已转运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集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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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7日，国家和省市专家对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筛查的、各医院发热门诊发现并收治的不明原因肺炎部分病例，依据

其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以及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结果进行综合研判，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例 17例。 

相关报道 

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财新网】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关于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病例有关情况（2020年 1月 18

日）如下： 

　　2020年 1月 17日，国家和省市专家对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筛查的、各医院发热门诊发现并收治的不明原因肺炎部分

病例，依据其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以及采用优化后的检测试剂盒检测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结果进行综合研判，新认

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7例。 

　　17例患者中，男性 12例、女性 5例；60岁以下 9例，60岁及以上 8例，年龄最小的 30岁，年龄最大的 79岁；发病日

期在 2020年 1月 13日前；首发症状为发热、咳嗽或发热伴咳嗽；3例为重症，其余病情稳定，除 2例病情危重暂不适宜转运

外，其余 15例均已转运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集中治疗。 

　　17例新增病例的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正深入进行，其密切接触者也正在追踪中。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扩大搜索范围，确定疑似病例，并开展采样检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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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通报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  

2020年 01月 18日 08:16 来源于 财新网 

目前，新增病例已安排转院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所有病例病情稳定，无危重症，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在 1月 5日至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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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2020年 1月 16日 0—24时，治愈出院 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相关报道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财新网】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2020年 1月 16日 0—24时，治愈出院 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经国家、

省市专家组对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综合研判，我市新增 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前，

新增病例已安排转院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所有病例病情稳定，无危重症，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在 1月 5日至 8日，相关流

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搜寻工作正在开展中。 

　　另，泰国、日本各通报诊断 1例来自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前，泰国诊断病例正在住院治疗中；日本

诊断病例已康复出院。国内密切接触者正在开展追踪和医学观察中。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5例，已治愈出院 15例，在治重症 5例，死亡 2例，其余患者病

情稳定，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76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665人，尚在接受医学观

察 98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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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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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 3期 出版日期 2020年 01

月 20日 

中国的疾控系统正在面对一场意外考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传染源多指向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财新记者走访发现，该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闹市区，距汉口火

车站不足一公里。在 2019年 40天“春运”期间，该站曾发送旅客 55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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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联建房”危局 

 公募基金备战新三板 

 国产特斯拉来了 

 不明原因肺炎忽现 

 专访董明珠：我是一个经营者 

 争抢 5G千亿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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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卫健委：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香港专家：武汉不明肺炎严重程度比 SARS低 

《财新周刊》 文丨财新记者 马丹萌 文思敏 实习记者 陈芷楠 刘力鑫 詹岩 图丨财新实习记者 刘力鑫 

　　2019年末，一场“不明原因”肺炎袭击湖北武汉。它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而“冠状病毒”一词，唤醒了人们对 16

年前另一场影响深远的“不明原因肺炎”的记忆。中国的疾控系统再度面临检验。 

　　2020年 1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据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武汉卫健委）1月 16日晚发布的通报，武汉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已治

愈出院 12例，在治重症 5例，死亡 2例，另有累计 763名密切接触者被追踪，644人已解除医学观察，119人尚在接受医学

观察，但在密切接触者中还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这些患者的感染源多指向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财新记者走访发现，该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闹市区，距汉口火车站不足

一公里。2019年 40天“春运”期间，该站曾发送旅客 550万人次。 

　　2019年 12月 30日，一份疑似武汉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上流传，其中提及

武汉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次日一早，多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医务

人员出现在市场里消毒。这犹如 2003年 SARS来袭时的场面，激起了恐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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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上午，华南海鲜市场西区后街，数名卫生检疫人员正在换穿白色防护服，准备开展取样搜集工作。 

　　SARS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于 2002年在中国广东出现，此后迅速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最终造成超过 8000

人感染，774人死亡。 

　　据通报，此次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现于 12月 8日，1月 5日，符合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达到 59例，后确认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为 41例。 

　　在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人数快速增加后，华南海鲜市场终于在 2020年 1月 1日休市。部分国家和地区也严阵以待，1月 3

日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需在抵达樟宜机场时接受体温检测；香港特区政府则在 1月 4日启动“严重”应变级别，这些国

家和地区在 SARS事件期间，都曾有成百上千名感染者。武汉天河机场也在 T3航站楼入口设立体温监测点，一旦发现旅客发烧、

发热，会由机场入口的医疗卫生人员进一步检查、确认。 

　　1月 14日，泰国公共卫生部报告该国发现第一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成为该病毒在武汉被发现后首个确诊的输出病例。

1月 16日，日本也确认国内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日本官员在发布会上指出，患者曾去过武汉，但没去过海鲜市场，

有可能与武汉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触。 

　　而从 2019年 12月 31日至 2020年 1月 16日，武汉卫健委已经发布九次通报和两篇解读科普，披露事件调查进展，普及

相关传染病防治知识。1月 6日，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被排除 SARS可能性；9日，该病原体被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11

日，这一病毒基因序列正式对外界公布。 

　　诸多专业人士对基因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确实属于 2003年在中国大量传播的 SARS病毒的“近亲”，

“你可以理解是它（SARS病毒）的兄弟姊妹。”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杰说。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对财新记者表示，通过分析上述基因序列，可以初步判定其与 SARS整个基因组的相

似度在 80%上下，但不同基因区段相似度有所不同，分别在 60%-90%之间。“与 SARS属同一组别（即 2b group），是一个

新型的‘类 SARS’或‘SARS样’冠状病毒。” 

　　相似性较高并不意味着毒力或传染性相当。多名专家向财新记者分析，从目前已披露的情况看，此次病毒传染性远比 2003

年 SARS病毒低，致死率也不高。根据武汉卫健委通报，到目前为止，死亡患者两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中也尚未发现感染病

例。 

　　但一些新增案例仍为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的特性打上问号。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何处？华南海鲜市场里的某种动物是

否是惟一来源？这种病毒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能否人传人？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现后，中国的疾控系统迅速做出反应，但

这些问题仍有待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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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发现第二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2020年 01月 17日 14:32 来源于 财新网 

患者为一名 74岁中国籍女子 

 

1月 17日，泰国公共卫生部在其官网公布，已发现第二例 2019-nCoV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 74岁中国籍女子。这也是在中国境外

发现的第三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相关报道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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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继泰国确诊首例海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来，海外爆发个案正在增加。1月 17日，

泰国公共卫生部在其官网公布，已发现第二例 2019-nCoV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 74岁中国籍女子。这也是在中国境外发现的

第三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据泰国公共卫生部，这名新确诊患者 1月 13日抵达泰国时，在机场检测出发烧等疑似肺炎症状后被隔离。目前，两名确诊

患者都在暖武里府 Bamrasnaradura传染病研究所的负气压隔离病房中接受治疗，泰国当局称，两人之间发病并无相关性。 

　　1月 13日，泰国卫生部公布，当地发现一例确诊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这名居住在武汉市的 61岁中国妇女于 1

月 5日出现发烧、发冷、嗓子疼和头痛等症状，1月 8日从武汉直飞曼谷时，在泰国素万那普机场进行热监控时，她被发现有

发热症状，并于当天住院。病例报告显示，该患者曾定期去武汉当地的一个生鲜市场，但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详见财新网

报道：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泰国公共卫生部常务秘书 Sukhu m Kanchanapimai博士表示，第一位确诊患者的病情已有好转，无发烧症状，须再次检

测后病毒化验样本呈阴性，确认已没有携带病毒才可以出院返回中国。第二名确诊患者仍在接受治疗。 

　　Sukhum介绍，泰国已在素万那普机场、廊曼机场、清迈机场和普吉岛机场，对从武汉直飞泰国的旅客进行健康检测。从

2020年 1月 3日至 16日，共有 86班航班、1362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接受了检查，发现有 21名具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其

中大多数人感染的是流感病毒，有 12名患者接受治疗后返回中国。 

　　泰国卫生部表示，泰国已对两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监测，共计 36名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因此，

泰国当局呼吁民众不用惊慌，当地并未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1月 16日，日本亦确认一例该例新型冠状病毒病患，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负责人葛西武（Takeshi Kasai）称，

在武汉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中国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发生。春运在即，人们即将开始长途旅行。 

　　世界卫生组织也鼓励所有国家做好准备。1月 10日，世卫组织发布了有关如何监测病例、治疗患者、防止病毒在卫生保健

机构中继续传播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如何保持手和呼吸道卫生以及安全的食品和市场惯例的建议（详见财新网报道：世卫组

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截至财新记者发稿，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就泰国第二例确诊病例发出评论。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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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负责人葛西武（Takeshi Kasai）说，在武汉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中国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发生。因为春

运在即，人们即将开始长途旅行。 

相关报道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卫健委：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香港专家：武汉不明肺炎严重程度比 SARS低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财新网】（实习记者 陈芷楠）日本卫生部 1月 16日表示，日本已确认其首例由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世卫组织官网 1月 16日消息确认了日本该例新型冠状病毒病患，称这是继 1月 13日在泰国确认一例病例后，在中国境外发现

的第二例 2019-nCoV确诊病例。考虑到全球化的旅行方式，其他国家可能还会出现类似情况。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负责人葛西武（Takeshi Kasai）说，在武汉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中国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发

生。因为春运在即，人们即将开始长途旅行。 

　　厚生劳动省官网最新情报显示，1月 14日，神奈川县的一家医疗机构向一所主管医疗机构报告了一例在湖北省武汉市居住

的肺炎病例。关于此人，他/她于 1月 6日访问医疗机构时，报告了其在武汉的住宿历史。根据检查系统（相似性监视）进行报

告。 

　　该患者样本在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村山政府办公室）检测，1月 15日大约 20：45获得了新冠状病毒的阳性结果。在日本，

这是首次确认与新的冠状病毒有关的国内肺炎病例。（详见：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08906.html） 

　　川崎市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 Nobuhiko Okabe在接受 NHK采访时表示，“感染明显只出现在部分区域，所以该疾病在日

本出现高度传播的可能性不高。”同时他亦表示，我们目前对该疾病所知甚少，因此必须谨慎防范。（详见：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20200116_28/）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负责人葛西武（Takeshi Kasai）周四在接受 NHK采访时发表了类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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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卫组织办事处覆盖东亚和东南亚的 37个国家和地区。葛西武说，他的办公室一直在与中国合作，以确保对所有可疑症状

的 人 进 行 检 测 ， 包 括 症 状 轻 微 的 患 者 。 他 们 也 将 为 东 南 亚 区 域 的 邻 国 提 供 技 术 建 议 。 （ 详 见 ：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20200116_41/） 

　　日本将就此事进行积极的流行病学调查，并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相关组织合作，促进风险评估。 

　　世卫组织鼓励所有国家做好准备。1月 10日，世卫组织发布了有关如何监测病例、治疗患者、防止病毒在卫生保健机构中

继续传播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如何保持手和呼吸道卫生以及安全的食品和市场惯例的建议。 

　　世卫组织根据现有信息，建议不要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如果旅行者在旅行前中后患上呼吸道疾病，应寻求医疗护理，

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分享旅行史。 

　　昨日晚间，网上出现一份标题为《关于对发热旅客免收签转费的函》，落款为武汉天河机场运行协调管理委员会。 

　　函件称，从 1月 15日起卫生部将在 T3航站楼入口设立体温监测点，对进入航站楼的所有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对出现发烧、

发热症状的旅客将采取临时隔离措施。武汉天河机场通知各航空公司为持有加盖机场卫生所印章证明文件的旅客免费办理退票

及改签业务。 

　　财新记者获悉，武汉的机场门口已经设立了体温检测，但上述函件只限于内部沟通，尚未得到航空公司确认。 

　　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1月 16日消息，2020年 1月 15日 0—24时，武汉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治愈出院 5例，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死者熊某某为 69岁男性，2019年 12月 31日发病，2020年 1月 4日病情加重，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患者入院

时患有严重心肌炎（心肌酶达到正常值 20倍，心电异常）；肾功能异常；多脏器功能受损严重；胸部 CT提示肺纤维病灶及胸

水、胸膜增厚，考虑有肺结核、胸膜结核疾病，于 1月 15日 00：45因抢救无效死亡。 

　　截至目前，中国未报告新增病例。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已治愈出院 12例，在治重症 5例，

死亡 2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 1例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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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2020年 1月 15日 0—24时，武汉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5例，新增

死亡病例 1例。 

相关报道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财新网】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消息，2020年 1月 15日 0—24时，武汉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治愈出院 5例，新增死亡病例 1例。死者熊某某，男，69岁，2019年 12月 31日发病，2020年 1月 4日病情加重，转入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救治，入院时患有严重心肌炎（心肌酶达到正常值 20倍，心电异常）；肾功能异常；多脏器功能受损严重；胸

部 CT提示肺纤维病灶及胸水、胸膜增厚，考虑有肺结核、胸膜结核疾病，于 1月 15日 00：45因抢救无效死亡。 

　　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已治愈出院 12例，在治重症 5例，死亡 2例，其余患者

病情稳定，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76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644人，尚在接受医学

观察 119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完）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版面编辑：许金玲(ZN037 

 

http://www.caixin.com/2020-01-16/101504683.html?sourceEntityId=101505073
http://www.caixin.com/2020-01-15/101504503.html?sourceEntityId=101505073
http://www.caixin.com/2020-01-15/101504393.html?sourceEntityId=101505073
http://www.caixin.com/2020-01-15/101504221.html?sourceEntityId=101505073
http://www.caixin.com/2020-01-14/101504178.html?sourceEntityId=101505073
http://www.caixin.com/2020-01-13/101503348.html?sourceEntityId=101505073
http://www.caixin.com/2020-01-16/101504683.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5/101504221.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5/101504503.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5/101504393.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3/101503666.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4/101504178.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09/101502434.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3/101503348.html
http://www.caixin.com/2020-01-11/101503117.html


日本公布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去过武汉  

2020年 01月 16日 10:53 来源于 财新网 

患者是中国公民，去过武汉，1月 6日从武汉返回日本；1月 10日住院，1月 12日出院，目前已经康复 

 

日本政府官员周四表示，日本已经确认了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泰国确诊一例“武汉肺炎”患者；北京今年财政收入目标零增长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财新网】（实习记者 陈芷楠 记者 马丹萌 驻东京记者 陈立雄）日本政府官员周四表示，日本已经确认了首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病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一份声明中称，这名中国公民是 30岁左右的人，住在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他本月 3日在武汉期间发烧，

6日返回日本，立即在神奈川县内医疗机构受诊。由于发烧情况不变，他从 1月 10日起在另一家医疗机构住院。日本国立传染

研究所的检查中，15日晚呈现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反应。患者目前已经康复，并于 1月 15日出院，目前在家休养。 

　　厚生劳动省方面说明，这位男子说并没有去引起多名患者的海鲜市场，但他“在中国可能与原因不明的肺炎患者密切接触。”

日本方面正在观察包括他家人在内的接触者，但尚未确认同样的病状。 

　　据财新记者查询，日本名为 Eiji Hinoshita的官员在宣布上述信息时，也同时说明，尚不清楚在日本发现的肺炎与武汉肺炎

是否为同一种，日本政府 15日晚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情报联络室，开始从不同政府机构收集相关信息。 

　　此前，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于当地时间 1月 6日发布并在 1月 14日更新一个Watch 1级警报（Watch 

Level 1 Alert），敦促在中国武汉旅行的公民避免接触动物、动物市场或动物产品，以及其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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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财新记者查询，上述美国 CDC的警报中还提到，到目前为止没有确认的人传人感染报告，但“有限人传人或是有可能的

（So far there have been no confirmed reports of person-to-person spread. However, limited person-to-person 

spread may be possible. ）”。 

　　日本方面向日本公众提示，洗手并采取与预防普通感冒或流感相似的其他预防措施非常重要。该提示呼吁旅行者从武汉返

回，出现过发烧和咳嗽病征的人戴口罩并立即就医，建议他们在就医时报告自己曾经去过武汉。 

　　此前，泰国亦发现一名来自武汉的患者。世卫组织披露的泰国所提供的病例报告显示，患者是一名居住在中国湖北省武汉

市的 61岁中国妇女。2020年 1月 5日，患者出现发烧、发冷、嗓子疼和头痛等症状。1月 8日，她与 5名家庭成员随同 16

人组成的旅游团一起从武汉直飞泰国。当天，在泰国素万那普机场进行热监控时，她被发现有发热症状，并于当天住院。经过

温度检查和初步评估后，患者被转移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曼谷邮报》1月 14日报道，该患者已在暖武里府 Bamrasnaradura传染病研究所的隔离病房中康复。报道引述泰国卫生

部长 Anutin Charnvirakul的话称，患者现已没有发烧或其它呼吸道症状，如医生准许的话，预计很快就可返回中国。 

　　1月 15日，香港政府考察团回港后通报疫情最新进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武汉 41宗确诊病例中大

多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工作，主要售卖水产海鲜，并非贩卖野味。此前泰国方面提供的病例报告显示，泰国发现的患者曾定期

去武汉当地的一个生鲜市场，但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详见“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卫健委方面一直对外确认没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明显的人传人证据。但在 1月 15日凌晨其发布的肺

炎疫情知识问答中称，目前确诊的 41例病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两人发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

业人员，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武汉卫健委仍表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武汉卫健委在上述问答中也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该问答提出，目前，正结合临床

和流行病学资料开展进一步研究。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提到“有限人传人”的可能性。（详见“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

传人”）  

　　更多详情请见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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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武汉肺炎患者大多为华南海鲜市场水产摊贩  

2020年 01月 15日 19:26 来源于 财新网 

采集到的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的环境样本是在水产摊档附近的地面、台面、手套等处发现，未能锁定病毒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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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通报称，已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内采集环境标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发现部分样本呈新型冠状

病毒阳性。 

相关报道 

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泰国确诊一例“武汉肺炎”患者；北京今年财政收入目标零增长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香港政府 1月 13日曾派人前往武汉了解疫情。1月 15日，

政府考察团回港后通报疫情最新进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武汉 41宗确诊病例中大多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工作，主要售卖水产海鲜，并非贩卖野味。 

　　1月 1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通报称，已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内采集环境标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发现部分样本

呈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张竹君指，采集到的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的环境样本是在水产摊档附近的地面、台面、手套等处发现，不过专家认为水

产是直接传染源的机会不大，仍在追查动物源，但在动物样本中未检出病毒，因此未能锁定病毒源头。张竹君亦表示，华南海

鲜市场除了售卖水产、家禽之外，也有卖竹鼠、蛇、獾、刺猬等野味。 

　　冠状病毒广泛分布于包括禽类和多数哺乳动物在内的多种宿主，包括禽中的鸡、鸭、鹅、火鸡和野鸟，哺乳动物中的猪、

牛、犬、猫、单峰驼、鼠和菊头蝠。据传染病专家介绍，水产能否感染或携带冠状病毒，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一般认为这种可

能性比较低。 

　　武汉卫健委最新通报称，该新型冠状病毒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张竹君向财新记者解释说，有限人传人是指只有非

常密切的接触者才可能会被传染，不像流感病毒一样易于在人群中传染。她表示，怀疑有限人传人是因为确诊病例中有一对夫

妻感染的个案，妻子称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且在丈夫发病数日后妻子才发病，无法确定是丈夫从市场带回了受病毒污染的物

件后导致妻子染病，还是丈夫直接传染给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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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竹君强调，其他 700多名密切接触者还未有发病案例，显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过，香港考察团透露，除这

对夫妇外，还有一宗家庭感染群组，患者分别为一对父子和侄儿，三人一起在华南海鲜城经营店铺，发病时间很接近，有可能

是共同暴露在感染源中，而非人传人导致。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指出，武汉确诊病例出现发烧、气促、咳嗽及四肢乏力等症状，在患者的咽喉分泌

物中可发现新型病毒。重症患者为 40岁至 78岁之间，病情从轻微到严重都经过 10天以上的发展，有肾衰竭及肝衰竭的情况

出现，其中 2名重症病人需要使用体外生命支持器。长期病患、长者、肥胖人士为高危人群。内地主要采用支持性治疗措施，

包括输氧及使用类固醇药物，即俗称的激素，暂未使用曾用于治疗 SARS的利巴韦林或蛋白酶抑制剂。患者需要退烧 10日以上，

并且两个相隔 48小时的病毒化验样本呈阴性才可出院。 

　　赖伟文告诉财新记者，在武汉专门接收新型肺炎病人的金银潭医院，负责诊治感染患者的医护人员都已采取标准防护措施，

包括穿一次性防护衣，佩戴手套、面罩、N95口罩，医护人员分别由不同通道进出隔离区，病人亦有专门的出入通道。据曾经

参与“非典”救治的医生透露，这些防护措施与“非典”时期的防护措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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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卫生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2020年 01月 15日 14:07 来源于 财新网 

患者曾定期去武汉当地的一个生鲜市场，但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1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消息，泰国公共卫生部（MoPH）报告了该国发现的第一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暴露史，这是该病

毒在武汉被发现后首个确诊的输出病例。 

相关报道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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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财新网】（实习记者 陈芷楠）1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下称世卫）官网消息，泰国公共卫生部（MoPH）报

告了该国发现的第一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暴露史，这是该病毒在武汉被发现后首个确诊的输出病例。病例报告显示，患

者曾定期去武汉当地的一个生鲜市场，但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世卫认为，由于该病例没有像大多数其他病例一样到访过华南海鲜市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调查必须继续查明她的感染

源。同时，世卫根据当前信息建议，不要对泰国实行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目前，关于该病例的全部暴露史正在调查中。 

　　病例报告还显示，患者是一名居住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 61岁中国妇女。2020年 1月 5日，患者出现发烧、发冷、嗓子

疼和头痛等症状。1月 8日，她与 5名家庭成员随同 16人组成的旅游团一起从武汉直飞泰国。当天，在泰国素万那普机场进行

热监控时，她被发现有发热症状，并于当天住院。经过温度检查和初步评估后，患者被转移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1月 12日，患者样本通过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测试呈阳性。基因组测序分析由新兴传染病健康科学中心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Health Science Center）、泰国红十字会（EID-TRC）、泰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ai NIH）

医学科学部进行，结果证实该患者感染了在武汉被发现的 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 

　　《曼谷邮报》1月 14日报道，该患者已在暖武里府 Bamrasnaradura传染病研究所的隔离病房中康复。报道引述泰国卫生

部长 Anutin Charnvirakul的话称，患者现已没有发烧或其它呼吸道症状，如医生准许的话，预计很快就可返回中国。 

　　该病例被发现后，泰国公共卫生部对与患者同机的 182个接触者进行监视，结果显示他们都未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此外，

泰国方面还通过素万那普机场的热扫描检测到 8名发热旅客，并对他们进行隔离和检测，亦尚未被证实感染。 

　　自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以来，多个地区纷纷加强对中国游客的健康监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泰国、

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均已宣布在各个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措施，例如在当地机场为每名从武汉抵达当地的旅客进行体温检

测，在主要机场加装体温检测仪等。 

　　世卫发言人 Tarik Jašarević1月 14日向财新记者表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该新型冠状病毒会有限度人传人。但是，由于该病

毒的传播方式尚不明确，当患者出现呼吸道症状时，是否会人传人仍值得关注。（详见：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

证据但值得关注） 

　　武汉卫健委 1月 15日凌晨发布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称，目前确诊的 41例病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两人发

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业人员，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武汉卫健委认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

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目前，正结合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

开展进一步研究。（详见：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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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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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确诊的 41例病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两人发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业人员，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

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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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

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泰国确诊一例“武汉肺炎”患者；北京今年财政收入目标零增长 

武汉卫健委：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香港专家：武汉不明肺炎严重程度比 SARS低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特斯拉再推国产新车型；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已排除 SARS；唐山限售商品房 

　　【财新网】1月 1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详情

如下： 

　　1.近期，一名武汉游客在泰国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请介绍有关情况。 

　　2020年 1月 13日，泰国报道 1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我市高度重视，及时进行调查。该患者为我

市市民，现在泰国接受治疗，病情稳定。同时，卫生健康部门对查找到的该患者的全部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目前无异常

表现。 

　　2. 目前，为尽早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我市采取了哪些措施？ 

　　本次疫情发生后，我市迅速在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开展相关病例筛查，截至目前，专家组综合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

实验室检测等结果，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近日，我市进一步加强了病例监测和搜索工作，一方面继续做好

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另一方面在我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病例搜索，以便早期发现病例。 

　　3.截至目前，有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 

　　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目前，正结

合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开展进一步研究。 

　　4.是否发现家庭聚集性病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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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确诊的 41例病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两人发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业人员，妻子否认

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 

　　5.什么是密切接触者？为什么要对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 14天？如果密切接触者在观察期间发病，如何进行排查和诊治？ 

　　目前，本次疫情所定义的密切接触者是指：与患者共同生活、同室工作学习、同室居住的人员，在诊治病例时未采取有效

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照料人员，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实验室检测人员，同病房的其他患者或陪护人员，与患者乘坐同一交

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由疾病控制专业人员判定的其他接触情形。 

　　参考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潜伏期、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相关信息和当前防控实际，将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定为 14天，

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医学观察。在观察期内，一旦发现密切接触者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临床表现，会及时将密切接触者

送至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等。 

　　6.当前已发现的疫情特点有哪些?疫情发展趋势如何？ 

　　在确诊的 41例病例中，男性为主，中老年发病人数较多。病例早期以发热和咳嗽症状为主，早期可表现为持续性轻症，年

龄较大或有基础性疾病患者，易进展为重症。 

　　现有病原学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大多数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相关，少数病例否认有华南海鲜批

发市场暴露史，个别病例曾接触过类似病例。目前未发现社区传播。 

　　7.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后，在市场内是否有什么发现？其他市场采取了什么措施？ 

　　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后，我市加强对市场环境卫生学的处置，对市场进行了消毒卫生处置，开展垃圾清理、消毒工作。

为加强溯源工作，在市场内采集环境标本进行检测。目前，检测结果发现部分样本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同时，对其他市场也进

行了初步调查，尚未发现与感染来源有关的线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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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有限度人传人？世卫：尚无证据但值得关注  

2020年 01月 14日 22:26 来源于 财新网 

判断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的能力，需要通过流行病学特征与接触史、病毒序列特征与进化关联性，以及人群的传播模型进行分析 

 

继泰国发现首例海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以来，“武汉肺炎”疫情传播受到高度关注。1月 14日晚间，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并

没有证据表明该新型冠状病毒会有限度人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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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泰国确诊一例“武汉肺炎”患者；北京今年财政收入目标零增长 

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武汉卫健委：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 记者 马丹萌）继泰国发现首例海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以来，“武汉肺炎”疫情

传播受到高度关注。1月 14日晚间，世界卫生组织（WHO，下称世卫）发言人在回复财新记者查询时强调，并没有证据表明

该新型冠状病毒会有限度人传人。 

　　1月 14日，路透社引述世卫人士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出现有限度传播，可能在家庭成员等小规模群组之间传播，世卫正

在为可能出现更广泛的疫情传播做准备。 

　　世卫发言人 Tarik Jašarević当天晚间向财新记者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该新型冠状病毒会有限度人传人。但是，由于该病

毒的传播方式尚不明确，当患者出现呼吸道症状时，是否会人传人仍值得关注。世卫解释说，对于曾在同一时间段处在同一地

点的感染者来说，很难确定究竟是因为暴露在共同的传播源头导致感染，还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和详细分析。 

　　世卫的担忧与呼吸道疾病的普遍特征有关。“理论上说，大多数呼吸道病毒都能人传人，只是传染性强弱可能不一样”，

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杰向财新记者表示，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是根据 42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

患者发病的先后次序，以及是不是在相近的爆发时间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来判断，如果某个确诊患者没有在海鲜市场待过，但曾

经接触了其他病患而发病，则可怀疑为人传人案例。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表示，判断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的能力，需要通过流行病学特征与接触史、病毒序列

特征与进化关联性，以及人群的传播模型进行分析。如果能用动物模型验证则更为理想。通常来说，如果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

医院内感染，或者是社区性爆发，即高度怀疑人传人的可能性。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及泰国卫生部的最新通报，全球目前累计有 4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其中武汉已治愈出院 7

例，在治重症 6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目前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泰国卫生部亦表示，在泰国的确诊

患者状况良好，在航班上的密切接触者也未检出相关病毒（详见财新网报道《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世卫在 1月 13日发布的《关于在泰国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声明中》称，对于在其他国家发现病例并不意外，并呼吁其

他国家持续开展积极监测和防范。世卫已发布关于如何检测和治疗这一新型病毒的感染者指导意见，包括：快速识别患者的指

引、该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如何保护医护人员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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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泰国确诊  

2020年 01月 13日 22:10 来源于 财新网 

该名感染者为中国游客，泰国卫生部称目前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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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3日，泰国卫生部公布，当地发现一例确诊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这是武汉以外的首宗外地确诊个案，该患者是一名 61

岁中国籍女子，泰国卫生部称目前状况良好。 

相关报道 

武汉卫健委：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特斯拉再推国产新车型；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已排除 SARS；唐山限售商品房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首例海外患者出现。1月 13日，泰国卫生部公布，当地发现一例确

诊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这是武汉以外的首宗外地确诊个案，该患者是一名 61岁中国籍女子，泰国卫生部称目前状况

良好。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社交媒体上确认此事，称正在与泰国及中国当局跟进有关个案。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该患者为 1月 8日从武汉直飞曼谷的中国游客，抵达后在机场检测出发烧等疑似肺炎症状随即被送往

附近医院。《曼谷邮报》引述泰国卫生部长 Anutin Charnvirakul表示，该患者已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现已没有发烧或其他

呼吸道症状，如医生准许的话，预计几天后将返回中国，公众无需恐慌。不过泰国卫生部并未掌握该患者是否去过武汉华南海

鲜市场。 

　　泰国当局表示，从 1月 3日起，已在布吉、清迈等多个机场对来自武汉的旅客实施健康监测措施，目前已发现 12名游客有

发烧等肺炎症状，其中大部分患者样本经检测后发现为流感所致。 

　　1月 12日，一名患者的样本经实验室测试发现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泰国首宗确诊感染个案，亦是首宗海外新型冠状病

毒输出个案。目前，泰国已监测 16名在航班上与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士，经检测后未发现密切接触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以来，多个地区纷纷加强对中国游客的健康监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泰国、

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均已宣布在各个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措施，例如在当地机场为每名从武汉抵达当地的旅客进行体温检

测，在主要机场加装体温检测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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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香港、澳门，以及韩国和新加坡等地都分别出现了武汉肺炎的怀疑病例，后经实验室检测证实并非感染“武汉

肺炎”。  

　　驻香港记者刘雁菲、尉奕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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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卫健委：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2020年 01月 13日 19:41 来源于 财新网 

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已治愈出院 7例，在治重症 6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患者均在武汉

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据武汉卫健委官网消息，2020年 1月 12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

告。截图自武汉卫健委官网 

相关报道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财新网】据武汉卫健委官网消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具体内容如下： 

　　2020年 1月 12日 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已治愈出院 7例，在治重症 6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

情稳定，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76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76人，尚在接受医学观

察 687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2020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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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有关？香港专家这样解释  

2020年 01月 13日 07:06 来源于 财新网 

港府派员赴武汉了解肺炎病例群组个案情况、防控措施和临床处理 

 

武汉不明肺炎目前已初步判定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袁国勇教授表示，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此新型病毒与浙江省舟山蝙蝠的冠状病

毒基因最接近。 

相关报道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武汉不明肺炎疫情发展近半个月，目前已初步判定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1月 11日，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联同多家研究机构联合公布了其中一个武汉不明肺炎感染个案的基因排序。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

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在香港记者会上表示，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此新型病毒与浙江省舟山蝙蝠的冠状病毒基因最接

近。 

　　袁国勇是国际知名传染病专家，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袁国勇及其团队追查到了SARS的病原冠状病毒，并发现了SARS

冠状类似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中华菊头蝙蝠。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向财新记者表示，基因图谱显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与舟山蝙蝠携带的病毒有 12%的

序列差异，并不能直接推测出舟山蝙蝠是传染源，接下来仍需要调查导致人类感染的动物源头是什么。 

　　蝙蝠是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冠状病毒的天然贮存宿主（natural reservoir），也是很多烈性病毒的天然宿主。朱华晨强调，找

到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对当下疫情防控的意义有限，蝙蝠所携带的前体病毒如何基因变异，再传染给人类是目前调查的关键。

当年 SARS的传播也是由自然宿主菊头蝠传染给果子狸，再经由果子狸传给人类，果子狸即为 SARS病毒的直接传染源。 

　　接下来政府需要进行大量调查工作找到病毒传播给人类的直接源头，以便切断传染源与传播链。朱华晨表示，要从华南海

鲜城及其他患者可能暴露的环境中，找到与人体病毒高度相似的动物病毒。这需要找到批发动物的来源，针对产地进行调查，

同时也要调查这些动物的输送路线。袁国勇亦称，新病毒与浙江舟山的蝙蝠携带的病毒最为相似，并不代表病源来自浙江，“蝙

蝠可以四处飞，野生动物都会四处售卖，有可能跨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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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基因图谱也显示，该新型病毒与 SARS病毒有较高相似度，在进化分组上与 SARS属于同一组别，与 SARS在起源、

进化、基因特征方面有较高相关性，是一种新型“类 SARS”冠状病毒。朱华晨解释，即使是 SARS病毒自身也有不同变异株，

有的致病性和传播性较强，有的则比较弱，不可一概而论（详见财新网报道《特稿|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溯源 候选药物或近在咫

尺》）。 

　　香港政府对武汉肺炎疫情进展高度关注，1月 12日，卫生防护中心透露，下辖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将根据最新公开的新

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制定针对性的测试，以便检测患者、动物及环境有无携带、感染该新型病毒。1月 13日，香港食物及卫

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将会联同卫生署及医院管理局代表前往湖北武汉，以了解武汉肺炎病例群组个案的情况、防控措施和临床处

理，并将于次日返港。 

　　目前香港暂无感染武汉肺炎的病患。卫生防护中心统计，截至 1月 12日中午 12时，香港曾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

感染和肺炎症状的病例共计 67宗，患者样本分析显示大部分为呼吸系统病毒导致，且对武汉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相关冠状病

毒的分子测试结果呈阴性反应 。 

　　袁国勇表示，虽然香港现有的怀疑病例均对测试呈阴性，但仍不能放松监测机制。因为、武汉已有 7宗重症病例及 1例死

亡个案，严重比例近两成，随着春运开始，人口流动加快、疾病易于传播，香港更要维持现有的防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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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溯源 候选药物或近在咫尺  

2020年 01月 11日 20:41 来源于 财新网 

全力抢救后，一位 61岁的患者仍不幸去世；经过紧张的检测和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面目越来越清晰 

 

2020年 1月 11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正式对外界公布。同在 1月 11日，武汉市卫健委的最新通报称，截至 2020年 1

月 10日 24时，已完成现有患者标本病原核酸检测。 

相关报道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正式公布 和 SARS病毒相似度较高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香港专家：武汉不明肺炎严重程度比 SARS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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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rious Lung Disease in China Linked to New Virus in SARS Family, WHO Says 

武汉肺炎已排除 SARS；唐山限售商品房 

武汉通报 59例病毒性肺炎 已排除 SARS 

香港流感已造成 307人死亡 人数超 SARS 

香港零售 2015年跌 3.7%差过 SARS 

【财新周刊】解剖“中东 SARS”威胁|特稿精选 

MERS与 SARS 相同与不同 

　　【财新网】（实习记者 陈芷楠 记者 马丹萌 文思敏）引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病原进一步明晰。1月 11日，武

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正式对外界公布。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公共卫生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联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在 Virological网站上释放了“武汉肺炎”病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对财新记者表示，通过对上述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可以初步判定其与 SARS整个基因

组的相似度在 80%上下，但不同基因区段相似度有所不同，分别在 60-90%之间。“与 SARS属同一组别(即 2b group)，是一

个新型的‘类 SARS’或‘SARS样’冠状病毒”，他说。 

　　同在 1月 11日，武汉市卫健委的最新通报称，截至 2020年 1月 10日 24时，已完成现有患者标本病原核酸检测。初步

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已出院 2例、重症 7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所有密切接触者 739

人，其中医务人员 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就在此两天前，官方宣布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

新型冠状病毒。 

　　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此前对媒体介绍，专家组从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的病人样本

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颗粒就像一顶帝

王的皇冠，因此得名‘冠状病毒’。” 

　　基因序列披露前两天，一篇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官网的报道中，科学家们呼吁，希望尽快得知更多有关该次肺

炎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的信息、查明确切动物感染源。 

　　目前已经披露的基因序列显示了什么信息？各地的研究者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分析。 

　　朱华晨认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病毒相比，基因序列相似度虽然较高，这并不说明病毒就会和 Sars病毒一样凶险，

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基因序列有别于 Sars病毒，并且“即便是 Sars病毒,也存在变异株，传播力的强弱差别很大”。 

　　另据武汉卫健委官方信息，此次疫情中患者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伴有干咳，住院患者呼吸困难较为常见，

绝大多数患者入院时生命体征大致平稳。病例的确诊是根据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综合研判得出。通报

强调，自 2020年 1月 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 

冠状病毒无处不在 

　　“冠状病毒”这一名词并不陌生。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网站显示，冠状病毒属于一类大型家族病毒。 

　　据中国疾控中心网站介绍，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CoVs）属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其下包括 4 属：Alpha 

Coronavirus（α-CoV）、Beta Coronavirus（β-CoV）、Gamma Coronavirus（γ-CoV）、Delta Coronavirus（δ-CoV）。

目前为止，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共有六种。其中两种冠状病毒传染率高、病死率高，分别是导致 2003年于中国广东省暴发

SARS、2012 年于沙特暴发 MERS 的病原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ERS-CoV），它们均属于β冠状病毒。MERS症状通常包括发热、咳嗽和呼吸急促，甚至发展为肺炎，病死率约为 34.4%。

SARS症状通常包括发热、畏寒和身体疼痛，甚至发展为肺炎，病死率约为 9.6%。 

　　另外四种冠状病毒为以 229E，NL63为代表的α-CoV，和以 OC43，HKU1为代表的β-CoV。这四种人冠状病毒较为常见，

通常会引起轻度或中度的上呼吸道疾病，如感冒。症状主要包括流鼻涕、头痛、咳嗽、咽喉痛、发热等，有时会引起肺炎或支

气管炎等下呼吸道疾病，心肺疾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婴儿和老年人中较为常见。 

　　该家族的病毒也引起一些动物疾病。冠状病毒广泛分布于包括禽类和多数哺乳动物在内的多种宿主，包括禽中的鸡、鸭、

鹅、火鸡和野鸟，哺乳动物中的猪、牛、犬、猫、单峰驼、鼠和菊头蝠，“可以说它无处不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 PI、抗体工程、疫苗及免疫学研究者秦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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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于禽类且造成严重疾病危害的冠状病毒首属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对犬猫等宠物造成严重健康危害的有犬呼吸道

冠状病毒（CRCoV）,犬冠状病毒（CCoV），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FIPV），猫冠状病毒（FCoV）；对猪养殖业造成严重威胁

的有 PEDV，TEGV等冠状病毒。流行于单峰驼和蝙蝠的MERS-CoV和 SARS-CoV/SARS-like CoV对宿主不造成疾病负担，

但跨种传播后对人造成严重呼吸系统疾病。 

　　据WHO介绍，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的一种特别毒株，以前未曾在人间发现。有关病毒传播、严重程度以及临床影

响方面的信息十分有限，目前仅有少量病例报告。 

关键的病毒检测 

　　冠状病毒最早于 1937年在鸡身上被发现。1965年，人类冠状病毒 HCoV-299E被 D. A. J. Tyrrell和M. L. Bynoe发现。

2003年，SARS－CoV病毒被 Drosten C等研究者发现。2012年，MERS－CoV病毒被发现。 

　　据徐建国之前介绍，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鉴定采用了基因组测序、核酸检测、病毒分离等方法对病人的肺泡灌洗液、

咽拭子、血液等样本进行病原学检测。“病原鉴定中的核酸检测大约 2至 3天就可以获得结果，但病因溯源需要进行血清学检

测和确认，需要 2至 4周。“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推测。（详见：武汉病

毒性肺炎增至 44例 专家称病因溯源需 2-4周）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姜世勃分析，其中较为耗时的程序或为病毒分离培养。在最终确认一个新病毒之前，研究者必须

要把新病毒分离出来进行培养，再从病毒本身来进行检测。“如果说很熟练地培养起来，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出结果。

但是如果说是个新病毒，研究者们不知道它的受体是什么, 用什么细胞及什么样的培养液培养最合适。因此，要摸培养不同的条

件，测试不同的细胞，加入不同的样品浓度进行探索。所以，整个过程可能要有相当一段时间。” 

　　姜世勃对财新记者说，中国的病毒检测技术现在已经大大提高。他表示，虽然 SARS病毒是在中国广东发现的，但最后病

毒的分离、测序及病毒受体的发现和鉴定大都是被外国人或香港的专家先做出来，《科学》杂志曾说“中国丢失了机会”。“当

年人们对 SARS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如何下手。在 SARS和MERS出现以后，中国科研人员的水平大大提高，2013年

长三角地区出现 H7N9流感病毒时，中国的科学家能够迅速地分离和鉴定病毒，找到其动物宿主，测试该病毒对市场上抗流感

病毒药物的敏感性，并快速地研发出抗 H7N9流感的疫苗。所以，有关 H7N9研究的很多成果都是中国人获得的，今后可能这

方面（的研究水平）会越来越好。” 

　　前述《科学》文章中，科学家们除了呼吁尽快分享有关信息，也对中国的研究能力表示赞赏。生态健康联盟总裁 Peter 

Daszak等科学家们称赞“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认为这是中国在病毒学方面具有非凡能力的证明，中国的实验室能

力、临床能力、疫情爆发控制能力现在都提高了几个数量级。WHO驻中国代表 Gauden Galea亦表示，“短时间内初步鉴定

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瞩目成就，表明中国应对新疫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姜世勃对财新记者说，为了进一步研究致病病毒，下一步可将病毒接种在动物身上，如果动物身上也能相应产生一些相似

的症状，那么就“是最理想的”。 

传播路径溯源 

　　武汉卫健委 1月 11日的最新通报称，调查发现患者主要为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采购人员。华南海鲜市场自元旦

当日起休市至今，相关部门对市场开展了消毒、活禽检查等工作。（详见：武汉肺炎患者受何病毒感染引关注 各地加强预警） 

　　对于本次“武汉肺炎”的病毒来源，姜世勃推测可能为海鲜市场及附近的野生动物或家禽。这是因为，高致病性的冠状病

毒，如 SARS和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多是蝙蝠，而中间宿主多是哺乳动物。如当年的 SARS冠状病毒可从果子狸和穿山

甲身上检测到，而ME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为中东地区特有的单峰骆驼。同时，活禽一般跟流感病毒有关，但也不排除活禽

体内有可传播到人的冠状病毒的可能性。而来源于海产品可传播到人的高致病性的冠状病毒的可能性比较低，从进化角度来说，

鱼类和人类的亲缘关系相距太远。 

　　此前，财新记者曾从海鲜市场西区的经营商户了解到，海鲜市场西区一边售卖海鲜，另一边有 20多个档口售卖家禽和野味，

包括活的蛇、狗、羊，以及宰杀的野鸡、野兔、鸭、鹅、刺猬等。 

　　然而，本次“武汉肺炎”的病例并不全为海鲜市场经营商户。“眼镜市场附近商户也有不少生病的。”一名在里面经营眼

镜商家的妻子对财新记者说。华南海鲜市场西区二楼为眼镜批发市场，财新记者此前看到里面环境封闭，空气流动性差，受访

者告诉财新记者，丈夫起初高烧不退，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治疗三天，仍无法退烧，且拍片发现有肺部感染，通过专家会诊确诊

为这次的不明原因肺炎，后转至武汉以应对一些重大传染病见长的金银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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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些患者仍在从外院转来。财新记者 1月 8日遇见一名刚从后湖医院转治金银潭医院的疑似肺炎患者家属，家属称，

患病的是他儿子，此前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莱特油墨市场上班，但没有去过海鲜市场。 

　　姜世勃认为，由于冠状病毒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宿主种类极多，海鲜市场内及区域附近的动物均有可能为此次新型冠状病

毒的来源。“但是显然不像是ME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单峰骆驼）分布那么广泛。否则，“武汉肺炎”的病例不会只出现

在那个局限的区域内，因为没有听说在其他地方发生类似的病症状。” 

　　在冠状病毒通过中间动物宿主被感染到人类之前，蝙蝠被认为是冠状病毒最大的自然宿主之一。自然宿主系指自然界中的

某类动物长期携带某种病毒，但是它本身并不发病，而是和病毒和平相处。病毒得以在自然宿主中长期进化、变异。 

　　各国科学家们于 1月 9日《科学》杂志官网的报道中亦推测，无论在市场上传播病毒的是什么动物，都可能是从其他地方

的自然宿主那里感染的。Wang Linfa 说：“如果要打赌，我敢赌它是从蝙蝠那里来的。蝙蝠携带了如此多的冠状病毒，而且

变异得非常快。” Wang Linfa曾带领两个小组，在云南山洞中的中华菊头蝠身上找到 SARS源头。2012年出现的导致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的冠状病毒也可以追溯到野生蝙蝠。 

　　宫婷等人在 2017年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的《蝙蝠在冠状病毒传播中的作用》一文中梳理到，研究表明，人冠状病毒中至少

3种可能来源于动物宿主，其中包括 SARS-CoV，可能来源于中国菊头蝠（菊头蝠科）；HCoV-OC43，可能来源于牛冠状病毒

（BCoV）；HCoV-229E，通过分子钟分析表明在二百多年前可能与叶鼻蝠中发现的冠状病毒具有最近的共同祖先，蝙蝠与人

冠状病毒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推论：所有的人类冠状病毒甚至是哺乳动物的冠状病毒均来自于蝙蝠。蝙蝠与冠状病毒的

联系不局限在中国，北美、拉丁美洲、欧洲及大洋洲均存在这种现象。 

　　另有研究表明，蝙蝠可能是α-CoV和β-CoV属的基因库，并进而推断现有冠状病毒的祖先感染了一只蝙蝠，而后又感染了

其他种类的蝙蝠，最终进化形成了这两个病毒属，随后跨种传播给人或者其他哺乳动物。 

　　现任中科院新发和烈性病原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石正丽在一席的讲台上讲述追踪 SARS源头工作时回忆到，“2003

年，SARS首次于中国暴发时，谁都不了解它，包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由于隔离防护工作不到位，病毒悄悄蔓延至全国 27个

省份，并很快在医院出现聚集性暴发。寻找 SARS病毒的源头，亦即自然宿主，成了研究者们的当务之急。“ 

候选药物或近在咫尺 

　　医疗救治组专家、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教授胡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对已收集到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资

料进行分析，发现本病表现为以肺炎为主的急性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 

　　此次“武汉肺炎”中去世的 61 岁患者常年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物，入院前还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此次因

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 

　　据武汉市卫健委披露，医院给予对症支持、抗感染、呼吸机辅助呼吸、持续 ECMO 体外生命支持等治疗后，症状无好转。

患者于 2020 年 1 月 9 日晚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死亡。病原学检测结果提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死亡诊断为重症肺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重度），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严重酸碱代谢紊乱，肝硬化。直接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 

　　据《哈里森感染病学（中文第 1版）》介绍，由冠状病毒引起的 SARS和MERS目前都还没有确切的抗病毒治疗措施，α干扰素

-2b和利巴韦林等抗病毒药物在治疗过程中常用，但作用效果并不确切。在 SARS流行年份，糖皮质激素也被广泛使用，但其

益处也有待确定。 

　　“现在对“武汉肺炎”都是进行对症治疗。比如患者有严重呼吸衰竭，那就上呼吸机，或者调节水电平衡，或控制炎症及

继发性细菌感染，都不是特异性的针对哪个病毒进行的抗病毒药物治疗。所以，都是治标不治本。非特异性的抗病毒药也可以

试一试，但临床效果是不明确的。”姜世勃对财新记者说。 

　　姜世勃告诉财新记者，冠状病毒感染的候选防治药物近在咫尺。 

　　在 2003年 SARS流行期间，姜世勃的团队根据他们以前研发抗艾滋病多肽药物（Nature 1993）的经验，很快地研发出抗

SARS的多肽（Lancet 2004)。在 2013年MERS开始流行时，姜世勃/陆路的研究团队很快地研发出了抗MERS的多肽类融合

抑制剂 -- HR2P（Nature Communication, 2014)。该多肽经小动物模型测试表明，可有效保护动物免受致死剂量病毒的攻击。

然而，该多肽无法有效抑制 SARS-CoV的感染，而针对 SARS-CoV HR1的多肽也无法有效抑制MERS-CoV感染。这些冠状病

毒的 HR1靶点是否具有足够的保守性以支撑广谱抗 HCoV融合抑制剂的研发在领域内一直存在争议。 

　　但在 2019年，复旦大学姜世勃/陆路的团队与上海科技大学杨贝及其导师 Ian A. Wilson博士的团队合作，通过交叉运用

多种不同的技术手段，研发了一个广谱抗冠状病毒多肽 -- EK1. 能够广谱抑制包括 SARS-CoV和MERS-CoV等多种高致病性



人冠状病毒的感染，揭示了其作用靶点和发挥功能的分子机制。该研究同时证明了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 HR1区域是一个重要且

保守的药物作用靶点。2019年 4月，该研究成果于《科学》子刊 《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杂志发表。 

　　“当时我们检测了 5种常有的人冠状病毒（包括 SARS和MERS冠状病毒）和 3个石正丽教授团队从蝙蝠分离出来的，可

感染人类细胞的类 SARS病毒（SL-CoV),发现 EK1都是有效的。今天，‘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已经发布，与

从蝙蝠分离出来的类 SARS病毒非常相似。所以，我们相信 EK1多肽应该对‘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有效。”姜世勃说。 

　　但该候选药物距离进入临床治疗阶段仍十分遥远。姜世勃认为，没有公司和药厂对这些抗新发病毒药物和疫苗感兴趣，因

为其市场并不明确。“它不像癌症和肝炎的市场非常大。所以，公司不愿意花大钱买专利和进行临床开发。比如埃博拉疫苗，

现在公司疫苗做出来，将来能不能卖到钱还是个问题。我们只能靠政府投钱，但这只够做最前期的基础研究，无法进一步地推

向临床实验。”姜世勃呼吁药厂作出贡献，为研究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疫苗和药物提供支持。 

　　在疾病的预防上，石正丽、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等专家均赞同广东省 2004年关闭野生动物

市场的做法，呼吁人们远离野生动物。圣犹达儿童研究医院的流感研究专家 Robert Webster也认为，活禽不应该再进入市场。

石正丽指出，全球 70%以上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滥捕、滥食野生动物以及人类活动范围扩张，导致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

再到人的传播链得以形成，成为 SARS、埃博拉和尼帕等等新发传染病暴发的根本原因。“为了从源头预防新发传染病，我们应

该杜绝野生动物消费，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侵害，远离野生动物，同时避免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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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确认 41人 一人死亡  

2020年 01月 11日 09:28 来源于 财新网 

截至 1月 10日 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重症 7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11日晨发布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武汉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

者标本进行检测，截至 1月 10日 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重症 7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情

稳定。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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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专家：武汉不明肺炎严重程度比 SARS低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特斯拉再推国产新车型；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已排除 SARS；唐山限售商品房 

武汉通报 59例病毒性肺炎 已排除 SARS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武汉病毒性肺炎增至 44例 专家称病因溯源需 2-4周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财新网】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11日晨发布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武

汉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检测，截至 1月 10日 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重症 7

例、死亡 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据新华社消息，去年 12月底以来，武汉确诊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数持续增加。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1月 5日晚通报，

截至当日 8时，全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 59例，其中重症患者 7例。11日最新通报，在本次“不明原

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后，国家、省市专家组立即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

修订完善。 

　　据通报，目前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 2例已出院、重症 7例、死亡 1例。密切接触者 739

人，其中医务人员 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未发现相关病例。自 2020年 1月 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

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据通报，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在国家和湖北省的支持下，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防治工作有序进行：一是全力救治患者。

制定诊疗工作方案，切实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集中专家和资源全力救治。二是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调

查发现患者主要为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采购人员，2020年 1月 1日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取休市措施，并对全市公

共场所，特别是农贸市场进一步加强防病指导和环境卫生管理。三是广泛宣传防病知识，增强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四是配合国

家和省进行病原学研究。五是配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等通报疫情信息。 

　　通报提醒，当前，正处于冬春季传染病高发季节，公众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

人群集中地方，必要时可佩戴口罩。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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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0年第 2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 2期 出版日期 2020年 01

月 13日 

1月 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

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 

　　1月 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杨洁篪表示希

望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保持克制，尽快回到通过对话寻求问题解决的轨道上来，推动紧张局势降温。 

　　1月 4日，国务院任命骆惠宁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1月 6日， 骆惠宁首次会见香港传媒。65岁的骆惠宁曾任

青海省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2019年 12月 28日转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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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9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此前，武汉市卫健委公布，截至 1月 5日 8时，武汉市共

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 59例，其中重症患者 7例。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和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

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 

　　1月 7日，特斯拉宣布启动在上海超级工厂制造Model Y汽车项目。同时，首批Model 3汽车在上海向公众进行交付，

这距离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奠基仅仅过去了一年。 

　　1月 8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权健公司及束昱辉等 12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权健公司被判

罚金 1亿元，束昱辉获刑 9年，罚金 5000万元，束昱辉当庭表示认罪服法。 

　　1月 3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及同案被告人张磊贪污一案，李

宁以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2年，并处罚金 300万元，张磊以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5年 8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 

　　1月 2日，中国足球协会任命李铁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作为球员，李铁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过 2002年韩日世界杯，

也曾在英超埃弗顿俱乐部效力。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新一期国家队于 1月 5日在广州开始集训。 

　　1月 5日，湖北武汉一生态休闲旅游开发项目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6人死亡，5人受伤。 

　　1月 8日，在保释期间违反保释协议逃出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会主席、前 CEO卡洛斯·戈恩在黎巴嫩举行记者会，抨

击日本司法体系和日产公司，为自己进行辩护。此前，65岁的戈恩因涉嫌瞒报巨额个人收入以及挪用公司资金用于私人支出等

经济问题在日本被捕；2019年年末离开日本抵达黎巴嫩。 

　　1月 7日，由奥地利人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的新联邦政府内阁正式宣誓就职，人民党主席库尔茨时隔半年再度出任总理。33

岁的库尔茨被认为是目前全球各国最年轻的总理。 

　　1月 5日，克罗地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在该国总统选举第二轮中，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人米拉诺维奇赢得大选。米拉诺

维奇曾任克罗地亚驻欧盟和北约外交官，并在 2011年至 2016年担任克罗地亚总理。 

　　1月 7日，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众议院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赢得组阁授权。桑切斯将出任首相，结

束自 2019年 4月议会选举以来一直持续的组阁僵局。 

　　1月 1日，几内亚比绍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民主更替运动（15人小组）候选人乌马罗·西索科·恩

巴洛当选新总统。47岁的恩巴洛曾在 2016年 11月至 2018年 1月担任几内亚比绍总理。几内亚比绍位于非洲西部，人口约 190

万。 

　　1月 6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设立新机构协调救灾和重建工作。澳多地发生的严重森林火灾已持续数月，全国着火

点仍有上百处，已致 24人死亡，近 2000栋民居被烧毁，过火面积超过 600万公顷。 

　　1月 3日，北马其顿议会投票一致批准成立临时政府，总理由前内务部长斯帕索夫斯基担任。临时政府将负责组织提前于

今年 4月 12日举行的大选。 

　　1月 3日，在法国巴黎南郊市镇维勒瑞夫的一个公园里，一名持刀男子随机攻击行人，造成 1人死亡，2人受伤，持刀男子

被警察当场击毙。  

　　[《财新周刊》印刷版，各大机场书店零售；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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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专家：武汉不明肺炎严重程度比 SARS低  

2020年 01月 10日 07:27 来源于 财新网 

专家并认为即使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也并非无药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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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统计，截至 1月 9日中午 12时，香港曾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症状的病例共计 48宗，其中

33宗的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感染 H3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见病毒。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防武汉肺炎扩散 港府每日公布监察数据 

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1月 9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被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卫生署专家在当

晚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些不明肺炎病例与当地海鲜动物批发市场有关联，相信与接触动物有关，呼吁市民不要吃野味或光

顾有提供野味的店铺。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月 5日发布通告称，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也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香港中

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没到过海鲜市场但接触过患者而染病的案例，不过考虑到通报的现有 59

例患者中最晚发病为 2019年 12月 29日、武汉市华南海鲜城于 1月 1日才关闭，至少要等 163名密切接触者要度过 14天疾

病潜伏期后才可确认。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告诉财新记者，判断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的能力，需要通过流行病学特征与接触史、

病毒序列特征与进化关联性，以及人群的传播模型进行分析。如果能用动物模型验证则更为理想。通常来说，如果出现家庭聚

集性病例、医院内感染，或者是社区性暴发，即高度怀疑人传人的可能性。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加庆称，已联系国家卫健委以取得新病毒的基因数据包括基因排序。 

　　不过，即使香港暂无武汉肺炎病毒的基因图谱，亦可以对怀疑病例进行冠状病毒测试。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

学讲座教授袁国勇称，现在基因库中拥有全部冠状病毒基因图谱及排序，约 6至 8小时可完成样本检测，如果结果呈阴性，即

代表与“武汉肺炎”无关。 

　　许树昌认为，此次不明肺炎疾病的严重程度比 SARS低，他表示当年 SARS每 4宗病例中有 1宗为严重病例，全球整体死

亡率约为 9.6%。这次肺炎疫情虽然仍在发展中，但至今未有死亡案例，1月 8日亦有 8人已出院，显示严重程度较低。 

　　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统计，截至 1月 9日中午 12时，香港曾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症状的病例共计 48

宗，其中 33宗的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感染 H3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见病毒。 

　　即使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也并非无药可医。袁国勇表示，早前已对 SARS进行研究，发现蛋白酶抑制剂等药物

能有效治疗 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如果香港出现武汉不明肺炎患者，将采用这类药物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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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病毒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宿主种类极多，各种禽鸟、哺乳动物都能感染或携带冠状病毒。 

　　袁国勇指出，现在内地专家组获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可以比对该病毒与哪种动物的冠状病毒较为相似，找

到“武汉肺炎”的病原。他认为，虽然不同动物都会带有冠状病毒，但带有最多冠状病毒的动物是蝙蝠，他认为很可能是从蝙

蝠开始，再传给某种野味，继而传染给人类。当年 SARS的传播也是由自然宿主中华菊头蝠传染给果子狸，再经由果子狸传给

人类。 

　　朱华晨指出，动物携带的冠状病毒有潜在感染人的能力，但人并非其正常宿主，这些病毒感染人需要有特定的前提条件，

比如免疫低下或缺陷、高浓度地长时间接触，或病毒发生一些适应性突变等。但是，随着人类的生态入侵、环境变化，人类会

暴露在不同生态环境与动物种群中，经济能力提高、食谱改变，国际贸易、旅行与全球化，都会促进疾病传播与新型病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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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就武汉肺炎发声明 不建议限制旅行或贸易  

2020年 01月 10日 07:04 来源于 财新网 

在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显著成就，表明中国在管理新疫情方面的能力有所增强 

 

世卫组织不建议对旅行者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根据现有信息，世卫组织建议不要对中国实行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图截自世界卫生组

织网站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病原体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特斯拉再推国产新车型；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武汉肺炎已排除 SARS；唐山限售商品房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防武汉肺炎扩散 港府每日公布监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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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患者受何病毒感染引关注 各地加强预警 

　　【财新网】中国当局已经初步确定了一种新型（或新的）冠状病毒，该病毒发现于武汉某住院肺炎患者。中国研究人员通

过从一名阳性患者样本中分离出的病毒进行了基因测序。在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显著成就，表明中国在管

理新疫情方面的能力有所增强。 

　　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消息，中国当局上周提供的有关武汉市肺炎病例的初步信息（包括受影响人群的职业、位置和症状特

征）表明，冠状病毒可能是导致该聚集性病例的病原体。中国当局随后表示，实验室检测排除了 SARS-CoV、MERS-CoV、流

感、禽流感、腺病毒和其他常见呼吸道病原体。 

　　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有些会引起较轻的疾病，比如普通的感冒，而有些则导致更严重的疾病，比如MERS和 SARS。

有些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有些则不然。根据中国当局的说法，该病毒可以导致一些病人出现严重的疾病，并不轻易发

生人际传播。 

　　正如我们所见，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不同地区周期性地出现。SARS出现在 2002年，而MERS出现在 2012年。几种已知

的冠状病毒目前在尚未感染人类的动物中传播。随着监测工作的改进，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冠状病毒。 

　　中国拥有强大的公共卫生能力和资源来应对和管理呼吸道疾病暴发。除了救治患者和隔离可能发现的新病例外，公共卫生

官员仍着重于继续追踪接触者，在海鲜市场进行环境评估以及调查以确定引起暴发的病原体。 

　　在未来几周内，需要更全面的信息以了解暴发的当前状态和流行病学以及临床表现。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来源、传播

方式、感染程度和所采取的对策。世卫组织继续密切监测疫情，并准备与其合作伙伴一道为中国提供技术支持，以调查和应对

这一暴发。 

　　对一种新病毒的初步确定将有助于其他国家当局进行疾病检测和应对。过去一周，在国际机场发现了有肺炎症状和赴武汉

旅游史的人。 

　　世卫组织不建议对旅行者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根据现有信息，世卫组织建议不要对中国实行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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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午盘：科技板块集体反弹 沪指震荡上涨 0.47%  

2020年 01月 09日 11:30 来源于 财新网 

中船系、黄金概念等避险概念领跌，沪指休报 3081.36点，涨幅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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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数据由财新数据提供 

相关报道 

今日收盘：中东局势推升避险资产 沪指跳水下跌 1.22% 

今日收盘：传媒板块掀涨停潮 沪指拉升重返 3100点 

今日收盘：黄金股直线拉升 大盘 3100点得而复失 

今日收盘：油气股异动 沪指震荡调整收跌 0.05% 

今日收盘：近百股涨停 A股新年开门红 

今日收盘：肺炎事件掀医药股涨停潮 A股 2019年飘红收官 

今日收盘：券商板块上演多股涨停 沪指走强收涨 1.16% 

今日收盘：中小创跳水 沪指翻绿微跌 0.08% 

今日收盘：券商板块直线拉升 沪指涨 0.85%站上 3000点 

今日收盘：芯片股掀涨停潮 创业板指拉升上涨 0.82% 

　　财新网 1月 9日电：中船系、黄金概念等避险概念领跌，沪指休报 3081.36点，涨幅 0.47%。 

　　1月 9日，沪深两市高开高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后，市场关于美伊关系的担忧有所缓解，美股集体反弹，A

股市场亦明显回暖。通信、计算机等科技板块集体大涨，创业板指大涨逾 1.7%，沪指早盘一度涨近 1%，随后涨幅有所收窄。

盘面上多数飘红，通信领涨。题材概念方面，中船系、黄金概念等避险概念领跌。市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略有缩量。 

　　沪指休报 3081.36点，涨幅 0.47%；深成指报 10820.96点，涨幅 1.07%；中小板指报 6946.41点，涨幅 1.12%；创业板

指报 1895.27点，涨幅 1.75%。 

　　沪市成交 1621.96亿元，深市成交 2683.91亿元，两市合计成交 4305.87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 4481.78亿元略有缩量。 

　　盘面上，多数板块上涨，通信领涨，医药生物、计算机、休闲服务等涨幅居前；国防军工领跌，有色金属、采掘、农林牧

渔板块飘绿。题材概念方面，互联网保险、空铁WIFI、国产软件等概念涨幅居前；中船系概念领跌，黄金、国产航母、可燃冰

等跌幅居前。 

　　消息面上，1月 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春节临近，各地各部门要多措并举，加强

统筹协调，全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当地时间 1月 8日上午（北京时间 1月 9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电视讲话。特朗普表示，伊朗对驻

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的袭击未造成美方人员伤亡，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美方不想使用武力，美国的

军事和经济实力是最佳威慑手段。 

　　在特朗普讲话之后，市场对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周三（1月 8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纳指再创

收盘历史新高。黄金期货收跌 0.9%1560.20美元/盎司，结束之前连续 10个交易日上涨的趋势。国际油价收跌逾 4%，美油失

守 60美元整数关口。 

　　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最新进展：实验室检出新型冠状病毒。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1月 8日，武汉

市 8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1月 8日，“权健案”一审宣判，被告单位权健公司及被告人束昱辉等 12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权健公司被判

罚金人民币 1亿元，束昱辉获刑 9年，罚金 5000万元。 

　　1月 8日，吉利控股集团和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双方组建的 smart品牌全球合资公司“智马达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月 9日，央行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零投放零回笼。1月以来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

 

　　采编：记者 覃洁 陈曦 

　　[财新传媒新近在微信平台推出实验性单品“我闻”/“金融人·事”，对金融圈有更多垂直报道。可点此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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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1月 09日 09:38 来源于 财新网 

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据央视新闻微博消息，就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进展问题，截至 7日 21时，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

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相关报道 

肺炎疫情阴影下，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 

武汉通报 27例病毒性肺炎疫情 病原检测正在进行 

武汉通报 59例病毒性肺炎 已排除 SARS 

武汉病毒性肺炎增至 44例 专家称病因溯源需 2-4周 

　　【财新网】1月 9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据央视新闻微博消息，就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进展问题，截至 7日 21时，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

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

性结果 15例，从 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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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将武汉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 当局可强制患者隔离  

2020年 01月 07日 13:37 来源于 财新网 

近日出现怀疑感染武汉不明肺炎的患者拒绝隔离、要求自行出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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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肺部影像。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升至 59例，香港特区政府严阵以待，已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已排除 SARS；唐山限售商品房 

 香港武汉肺炎怀疑病例增至 7例 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防武汉肺炎扩散 港府每日公布监察数据 

武汉肺炎患者受何病毒感染引关注 各地加强预警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文思敏）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升至 59例，香港特区政府严阵以待，已启动“严重”

应变级别。1月 7日，香港政府表示将于明日（1月 8日）刊宪，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

病条例》下须法定呈报的传染病，并于当日生效成为法律。 

　　“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是指 2019年 12月起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组个案。 

　　政府发言人称，此举将提高香港加强监测此疾病的能力，对香港预防及控制传染病非常重要。由于病原体尚不明确，目前

预防的重点在于识别曾涉足高危地区即武汉市的患者个案，并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防止疾病蔓延至香港。此次修订将于 1

月 15日提交立法会审阅。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日表示，应对新型传染病不能松懈，必须有更稳妥的法律基础以采取防控和防疫行动，修订相关条例

下的须呈报传染病附表，可规定一线医务人员向当局呈报怀疑个案，政府也会有更大权力对有关病患采取隔离和检疫安排。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适用于防止任何疾病、疾病的来源或污染传入香港、在香港蔓延及从香港向外传播。目前已有 50

种传染病纳入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列表，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鼠疫、寨卡病毒感染等。 

　　以中东呼吸综合症为例，该疾病自 2013年 6月纳入法定须呈报传染病以来，香港本地公私营医院、私家医生及各口岸对

该传染病的监测机制一直进行，入境旅客及市民如最近曾到访中东地区，并于 14日内出现相关病症，会被列为中东呼吸综合症

怀疑个案处理，并送往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直至样本对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 

　　按香港目前的指引，一线医务人员须呈报“武汉肺炎”怀疑个案，但近日也出现怀疑感染武汉不明肺炎的患者拒绝隔离、

要求自行出院的情况。因为在现行法规之下，当局无权隔离有关病人。如果“武汉肺炎”列入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后，食卫局

局长可订立规例，禁止或规管任何人士入境香港、要求疑似病例留院隔离、禁止任何物品输入转运等。 

　　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统计，截至 1月 6日中午 12时，曾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症状的病例共计 21宗，

其中 16宗的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感染 H3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见病毒，或与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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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各政府部门已按照准备及应变计划加强防控措施，卫生署已致函全港私家医院、私家医生和中医师，呼吁加强留意及

通报符合扩大监测范围；港铁及机场管理局和相关航空公司已加强对从武汉抵港的高铁及飞机的清洁消毒措施；在所有出入境

管制站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和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增设额外的红外线热像仪，为旅客作体温监测，并增加抽检安排等。 

　　澳门亦已加强防控措施，截至 1月 6日下午，澳门共有 8宗到访武汉后出现发烧及呼吸道症状的病例报告，其中 7宗确诊

为流感或普通感冒等病毒感染，1宗病例仍在医院隔离治疗，现已退烧好转。1月 5日，澳门卫生局局长李展润表示，澳门突发

公共事件的预警及警报系统已将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预警级别提升至第 3级，即中度风险，以加强各部门配合，做好疫情防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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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性肺炎增至 44例 专家称病因溯源需 2-4周  

2020年 01月 03日 21:08 来源于 财新网 

目前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常见呼吸道疾病 

 

1月 3日，武汉卫健委发布最新通报，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增加至 44例，其中 11例属于重症，目前仍在进行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

但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常见呼吸道疾病。图截自武汉卫健委官网 

相关报道 

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增至 11人 病原仍未确定 

防武汉肺炎扩散 港府每日公布监察数据 

武汉肺炎患者受何病毒感染引关注 各地加强预警 

肺炎疫情阴影下，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 

武汉通报 27例病毒性肺炎疫情 病原检测正在进行 

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当地一海鲜市场消毒（更新） 

【财新周刊】解剖“中东 SARS”威胁|特稿精选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文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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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持续发展。1月 3日，武汉卫健委发布最新通报，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增加至 44例，其中 11

例属于重症，目前仍在进行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但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常见呼吸道疾病。 

　　通报称，该病毒性肺炎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目前所有病例均在武汉市医

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已经追踪到 121名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 1月 3日晚间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武汉卫

健委的声明显示，第一轮的病因检查结果已排除了常见的引发呼吸道疾病的普通病毒，但并未排除 SARS或新型冠状病毒。 

　　SARS本身亦是一种冠状病毒。管轶表示，相信当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因为病原鉴定中的核酸检测大约 2至 3天就可

以获得结果，但病因溯源需要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确认，需要 2至 4周。 “外界应该给予当局一定时间。” 

　　管轶也指出，“当然，如果这 44个发病者都指向同一个高度可疑的病毒，就要由专家判断是否宣布疑似案例。就像当年 SARS

爆发时先宣布疑似案例，之后宣布确诊案例一样。” 

　　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2003年 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 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率先分离鉴定出

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 SARS的直接来源，通过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 SARS的再次爆发

及流行。此外，他曾确定了目前在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地区传播的 H5N1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体和传播途径，提供了世卫组

织提出的大多数大流行前期 H5N1疫苗株。 

　　管轶表示，从目前卫健委公开的信息来看，疫情还处在动物传播给人的初期阶段，病毒尚未在人体内“适应”，还没有出

现可高度人传人的“超级传播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超级传播者”指将 SARS病毒传染给十人以上的病人，这类“超级传播者”大多是老人和长期

病患，人数不多，却是非典疫情的主要传播媒介。 

　　他并指出，当年 SARS疫情，从首例发病的 2002年 11月 16日，到次年 1月底出现第一个“超级传播者”，大约经历了

两个半月。管轶强调，不同病毒的演变路径不同，也很难预估此次武汉肺炎病毒会否或何时会出现“超级传播者”，若病毒演

变到出现“超级传播者”后，疫情就很难控制了。 

　　但他判断，根据目前公开信息和数据，即使武汉肺炎可能源自 SARS或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仍是处于“散发”状态。“散

发”即零散发生，并非流行状态。 

　　管轶认为，此次病毒性肺炎疫情处理值得肯定，政府已经追踪密切接触者，隔离病人并集中治疗。“这种先集中病人控制

传染源，再寻找动物传染源堵漏洞的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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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通报 27例病毒性肺炎疫情 病原检测正在进行  

2019年 12月 31日 13:58 来源于 财新网 

其中 7例病情严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处置正在进行中，对

病原的检测和感染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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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3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截图自武汉卫健委官网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解剖“中东 SARS”威胁|特稿精选 

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当地一海鲜市场消毒（更新） 

MERS与 SARS 相同与不同 

　　【财新网】2019年 12月 3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全文如下。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

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 27例病例，其中 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 2例病情

好转拟于近期出院。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

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 

　　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

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

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病毒性肺炎多见于冬春季，可散发或暴发流行，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浑身酸痛、少部分有呼吸困难，肺部浸润影。病毒

性肺炎与病毒的毒力、感染途径以及宿主的年龄、免疫状态有关。引起病毒性肺炎的病毒以流行性感冒病毒为常见，其他为副

流感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等。确诊则有赖于病原学检查，包括病毒分离、血清学检查以及病毒抗原

及核酸检测。该病可防可控，预防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

罩。临床以对症治疗为主，需卧床休息。如有上述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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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当地华南海鲜市场今晨进行消毒操作，但商户照常营业 

 

12月 30日晚间，网传一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

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跟踪统计救治情况，按要求及时上报。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解剖“中东 SARS”威胁|特稿精选 

解药|首个国产 13价肺炎疫苗上市，中国接种率不如非洲 

肺炎每年致超百万儿童死亡 国际组织吁加大投入 

辉瑞肺炎新款疫苗重回中国市场 定价低于旧款 

　　【财新网】（记者 丁捷 黄蕙昭 宿慧娴 实习记者 陈芷楠）“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 SARS”一事持续发酵。12

月 30日晚间，网传一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武汉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到，

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跟踪统计救治情况，按要求及时上报。 

　　武汉市卫健委针对不明原因肺炎一事已开展工作。财新记者 31日上午致电武汉卫健委对外咨询热线，对方称武汉卫健委目

前没有向市民发布过疫情信息，但已针对不明原因肺炎一事成立应急小组。关于小组成员和成立时间，武汉卫健委方面表示具

体信息等待官方通知。另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31日上午已抵达武汉，针对此事予以核实。 

　　31日午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称，湖北省有关部门确认 12月以来的流感和其他疾病监测中发现，有 27人为病毒性肺

炎/肺部感染。其中 7例病情危重，其余患者病情可控，已有 2人有所好转拟近期出院。目前尚不能确定患者所感染的就是 16

年前肆虐一时的 SARS。上述消息称，即便是 SARS，目前也已有成熟的救治防控体系。 

　　下午 2时许，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通报”。其中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

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

目前已发现 27例病例，其中 7例病情严重。 

　　上述通报介绍了此轮疫情发病者的症状。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所有病例

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 

　　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通报称专家们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其介绍

“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当地多家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了会诊，其中包

括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专家。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

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30日当晚，武汉当地微博、微信群传出大量消息，称近日出现的 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并有传言

称病患分别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后湖分院（下称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下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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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下称同济医院）就诊，第一例病患是市场水果批发摊老板。另有 30日晚就

诊于二医院急诊区的患者在微博称，目睹每位感冒病人被护士量体温并询问是否去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一份网传武汉卫健委医政处 12月 30日的通知提到，“我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单位清查统

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该通知要求各单位于 30日下午 4点前上报消息。财新记者多次致电

医政处，电话并未接通。 

　　财新记者就此事联系多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商家。市场东区大众家畜批发中心王经理表示，今天（12月 31日）早上，出

现 3-4个穿白衣服、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背着喷雾器在整个市场消毒。“今天早上才有的，之前很少这种情况”。此外，多

家来自市场西区和东区的商家均称，尚未接到市场不营业的通知，仍然正常开店，并未进行隔离。 

　　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闹市区，靠近汉口火车站，其脏乱差等环境条件多遭诟病。今年 9月，便有武汉市民在

市领导留言板上呼吁，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附近商铺商户视“门前三包”不顾，前面人行道污水横流，气味扑鼻，夏天更为严重，

恳请政府加强监管。 

　　此外，31日上午财新记者就网传确诊 7例不明原因肺炎一事多次致电协和医院院长胡豫，电话无人接通，华中科技大学附

属同济医院院长王伟挂断电话。而传言收治病患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分院急诊科表示正在工作，不方便回话，财新记者了解

到该医院已收治多名病人，并进行隔离。 

　　财新记者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生处确认，该校医学学生工作处 31日发布通知，要求各院系做好季节性呼吸道疾病

的预防，宿舍多开窗通风，注意保暖，预防感冒，其中强调让学生减少外出，不去家禽市场、海鲜市场等地。 

　　关于此次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因，尚有待查明。2007年 5月，为加强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疫情处置的规范管理，

并及时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人禽流感）病例以及其它以肺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聚集性呼

吸道传染，国家卫健委（原卫生部）制定《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 

　　“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意指患者出现发热，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

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 3-5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呈进行性加重的病例。 

　　网传此次导致不明原因肺炎的病毒中发现了冠状病毒，目前官方尚未排除此种可能性。冠状病毒一类大型家族病毒，因其

形状像圆形的头冠而得名。冠状病毒有很多种，常见的冠状病毒是一些日常感冒的罪魁祸首。此前，肆虐中国的急性呼吸综合

征（SARS）病毒和 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均属于冠状病毒，并且是棘手的人畜共患病。MERS的可

能宿主为单峰骆驼，SARS的宿主为中华菊头蝠。 

　　在感染症状方面，此前两起轰动全球的疾病也很类似，均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症状。但MERS病毒的传播能力并

不强，感染者多为年长、体弱者，与 SARS迅速感染青壮年人群有所不同。在致死率方面，MERS高于 SARS。 

　　2003年 3月，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陆续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非典型肺炎，是当时肆虐全球的 SARS，并宣布北京被定为疫

区。此后，SARS迅速袭击全球五大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3年 8月公布的数字，全球 32个国家和地区非典病例超过 8000

例，900余人丧生，病死率近 11%。其中，中国内地病例超过 5000例，死亡 300余人。  

　　（记者 赵今朝 实习记者 刘力鑫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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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疾病的传播不需要“签证”，并没有国界和地域的限制，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普通民众、学术界、

工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参与，精诚合作。在传染性疾病面前，所有的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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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是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此时的中国陷入南北分裂、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年代；大洋彼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四分五裂，尸横遍野，无数年轻人在泥泞的战壕中不知为何而战斗。更为可怕的是，一种看不见的病毒正逐渐在世界范围

内扩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于 1918年席卷全球，共造成约 5000万人死亡，仅一年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

1347-1353年黑死病（欧洲鼠疫）肆虐六年的战绩（2500万人死亡）。除了极高的致死率，本次流感的另一特点是：年轻人，

特别是 20-40岁的人，死亡率最高。 

  

 

  

这一病毒最先在西班牙公布，因此这次疫情也称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病毒轻轻地来，悄悄地走，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18个月后便完全神秘地消失。但是，造成这次大流感的病毒是什么样子？从哪里来？为什么致死率如此之高……这些都成了当

时的“悬案”。 

  

想要破解这些“悬案”，首先得找到“犯罪分子”。然而，已经销声匿迹的病毒，怎能够起死回生呢？ 

  

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从一只吸了恐龙血后嵌在琥珀中的蚊子身上，一位科学家提取了恐龙的 DNA，成功复制（克隆）出

了恐龙，建成“侏罗纪公园”供游人参观。电影导演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但是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1918年流感病毒的“复活”和

电影的桥段如出一辙，只要拿到该病毒的基因组信息（流感病毒基因组是由 8股单链 RNA片段组成，分别是 HA、NA、M、PA、

PB1、PB2、NP和 NS，共编码 11个病毒蛋白质），科学家就可以利用分子病毒学技术，克隆出将病毒的基因，生产出病毒（反

向遗传学系统），并且可以任意修改病毒的基因组。 



  

获取病毒样本 

  

《侏罗纪公园》里，科学家是通过提取吸了恐龙血的蚊子 DNA来找到恐龙 DNA的。1918年流感病毒已经随着病人的死去也跟

着消失，科学家们是如何寻找它的踪迹的呢？这里必须提到两位科学家，分别是 Johan Hultin和 Jeffery Taubenberger。 

  

Johan Hultin是瑞典人，1924年出生，后来移民美国，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读医学博士。Johan是一个多才多

艺，喜欢到处闯荡的人，他设计了提高汽车安全系统的方案，被美国交通部采用；他也是年纪最大的、在我国慕士塔格峰（海

拔 7500米）滑雪的人。可能是瑞典人骨子里有滑雪的传统，已故著名分子免疫学家 Jürg Tschopp教授也是科学界的滑雪高手。 

  

1950年，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的William Hale博士访问爱荷华大学，在报告中谈及 1918

年大流感，提到“或许应该去北极地区寻找永久冻土层下面的 1918年流感罹难者来寻找病毒的踪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Johan

立刻和导师 Albert McKee博士提出自己想去阿拉斯加寻找 1918年流感病毒，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26岁的 Johan意气风

发，呼朋唤友，立刻出发前往阿拉斯加，开始了他的病毒侦探之旅。 

  

他来到阿拉斯加一个叫做 Brevig Mission的村子。这个村子在 1918年约有 80人，但是据记载，在当年 11月 15日至 20日期间，

流感病毒在短短五天内夺去了 72人的生命。Johan坚信，他能在这里找到 1918年流感病毒的踪迹。1951年夏天，经过村落中

长者的同意，他开始挖掘流感病死者的墓地。挖掘冻土层非常困难，Johan和同事生起火，将地面烤暖进行挖掘。挖掘工作持续

了数天，Johan找到了多具流感患者尸体，并取得了死者肺部组织样品。然而，当他回到爱荷华大学实验室，将肺部组织样品去

感染鸡胚，却并没有使病毒复活。Johan的侦探之旅就这样以失败告终[1-2]。 

  

多年之后，又有一位科学家 Jeffery Taubenberger博士想寻找 1918年流感病毒。Jeff 1961年出生于德国，9岁时跟随在五角大

楼工作的父母来到美国，后分别在 1986年和 1987年获得医学博士 (MD) 和哲学博士 (PhD) 学位，1988年进入美国国立健康

研究院（NIH）的国家癌症研究中心（NCI）进行病理学研究。1993年，Jeff进入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AFIP）参与组建一个新的实验室，旨在将当时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到研究所的病理学研究中。1994

年，他被提升为分子病理学部的主任（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Molecular Pathology），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可以自由研究一些

基础科学问题。 

  

病理学研究所收集有 1918年流感盛行期间死亡的战士的病理标本，Jeff在其中一名死者——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 21岁士兵（死

于当年 9月）——的肺部发现了 1918流感病毒 RNA[2-3]。比 Johan更为幸运的是，此时，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已经比

较成熟。这一技术发明于 80年代，是一种体外核酸扩增技术，能在试管内将微量的 DNA或者 RNA片段于数小时内以指数增长

的方式扩增至十万乃至百万倍，无愧是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项革命性创举。1997年，Jeff和同事 Ann Reid等利用 PCR技术，

分别克隆了 1918流感病毒的四条基因（HA, NA, NP和 Matrix基因）的部分序列，并进行测序。通过有限的部分序列信息，Jeff

基本确定了 1918年流感病毒为 H1N1型流感病毒[4]。 

  

但是，经过近 80年福尔马林和石蜡的保存，病理样品的病毒核酸破坏严重，PCR效率不高，从尸检获得的微量组织不足以支持

后续研究，难以得到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不过，这个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73岁退休在家的 Johan居然还读论文——他在

《科学》（Science）杂志上看到 Jeff发表的文章，心中重燃追寻 1918流感的热情，决定继续远征！Johan联系了 Jeff，表示可

以重回 Brevig Mission，获取埋在永久冻土层的病死者肺部组织。Johan重获当地的许可，于 46年之后，再一次尝试挖掘 1918

年流感罹难者尸体。 

  

此次挖掘获得了 4名流感罹难者的冰冻肺部检体，其中一位大约 30岁的肥胖女性（取名为 Lucy）身上取出的肺部组织含有大

量高质量的流感 RNA。这名女性的脂肪保护了肺部组织免于腐烂，因此也保留了病毒的 RNA。利用这份珍贵的样品，Jeff团队

分别在 1999年测定了 HA的完整序列[5]，2000年测定了 NA的完整序列[6]，2001年测定了 NS1的完整序列[7]，2002年测定



了 Matrix的完整序列[8]，2004年测定了 NP的完整序列[9]，最终在 2005年测定了病毒聚合酶基因（PA, PB1, PB2）的完整序

列[10]，至此，从 1997到 2005年，9年时间，1918年流感病毒的 8条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完毕。笔者感慨，Johan生不逢时，

如果在 1951年就有 PCR技术，或许 Johan的博士论文就顺利多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真面目也会早早揭开；另外，在二代测

序技术发达的今天，可能 Jeff团队 9年的工作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想起牛顿的一句话“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by Isaac Newton 

  

复活 1918年流感病毒 

  

70年代兴起的 DNA重组技术，是生物医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类可以像做工程一样，对 DNA进行克隆和改造。2005

年，科学家们已经获得 1918 年流感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对它的来源有了一定的认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Michael 

Worobey及其同事利用分子时钟的研究方法，指出 1918年 H1N1流感病毒是人的 H1病毒和禽类的 N1病毒重组的结果[11]，

但是由于缺乏这之前的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不能进行充分的遗传分析，所以他的“重组来源说”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们知道，基因序列固然重要，但是基因序列不能回答 1918流感病毒为何有如此高的致病性。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科学

家们便开始利用 DNA重组技术，参照病毒基因组序列“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这和《侏罗纪公园》打算复活恐龙的想法大同小

异。 

  

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旁西奈山医学院的 Peter Palese博士和 Adolfo Garcia-Sastre博士在 1999年就开发了将流感病毒基因组克

隆到特殊的 DNA载体，产生重组活流感病毒的技术（反向遗传学技术），这项技术是研究流感病毒基因功能有效的遗传学工具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Yoshihiro Kawaoka博士也独立开发了该技术）[12-14]。所以，Peter和 Adolfo打算利用这一技

术“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这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经过慎重考虑和多重评估，

认为该项研究可以为保护公共安全提供重要信息和为应对将来流感大爆发提供对策（“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critical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and to develop measures effective against future influenza 

pandemics.”），最终决定实施病毒的“复活”计划，但是必须在严格的生物安全保障下进行。在 CDC诸多的严格规定中，有一条

是：只允许受过严格训练的流感专家 Terrence Tumpey博士开展复活实验。 

  

Terrence在 2005年夏天开始“复活”工作。为了减少风险，他只能承担此一项课题，且只能在同事不在实验室的下班时间开展实

验。也只有他的指纹可以进入复活流感病毒所使用的“升级版生物安全 3级（BSL-3E）实验室”，并且存放病毒样品的冰箱也仅

仅可以通过他的虹膜识别系统才能打开。同时，他每天需要服用抗流感病毒药物奥司他韦（Oseltamivir），以防止感染。Terrence

也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如果他不幸被感染，将会被隔离，不能与外界接触。 

  

2005年 7月，利用反向遗传学系统，Terrence使用 Peter Palese博士提供的载体，将病毒基因分别克隆到载体中，然后将载体

一同导入体外培养的人肾上皮细胞系（293T）中，等待病毒的复活。当看到 1918年流感病毒复活时候，Terrence意识到，他

们创造了历史——一个已经绝迹的病毒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和智慧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在高度防护的实验室里（BSL-3E），打开

了“潘多拉”的盒子。 

  

科学家们随即展开了对 1918年流感病毒致病机制的研究。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在小鼠体内肺部组织的复制能力以及致病能力比

其他流感病毒显著增强。用 1918年流感病毒与 Tx/91 (1991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分离得到的 H1N1病毒株) 分别以 106病毒剂

量感染小鼠（每组感染 13只小鼠），在感染 2天后，前者即可导致小鼠体重下降 13%，而 Tx/91病毒感染的小鼠体重基本没有

变化；前者感染的小鼠在感染 3天后开始出现死亡，5天后全部死亡，而 Tx/91病毒感染的小鼠直到实验结束也没有死亡现象。

在感染第四天后，小鼠的肺部组织中，1918年流感病毒的病毒载量是 Tx/91病毒的 39000倍，并且引起严重的肺部损失，并伴

随严重的肺部炎症，引起肺功能衰竭[15]。 



  

后续进一步研究发现，1918年流感病毒会引发强烈的免疫系统应答，产生“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细胞大量活化，引发细胞因

子和炎症分子大量、快速释放，这种过度反应会使机体出现超负荷状态，出现严重炎症和肺部积液，增加继发感染几率[16]。年

轻、健康的成年人免疫系统较强，通常更容易产生“细胞因子风暴”，这也解释了在 1918年流感中为什么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反

而死亡率更高。 

  

至此，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1951-2006年），借助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终于揭开了 1918年流感病毒的神秘面纱。我们对

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遗传信息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在青年人中引起如此高的死亡率有了清晰的认识。 

  

 

  

远未结束的战争 

  

人人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已是一个世纪前的阴影了。曾经，人类面对病毒性疾病束手无策，只能被动接受死神的宣判。然而，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大自然的探索，在科学和医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应对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的

能力已大大加强。逐渐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我们现在掌握的分子病毒学技术可以对病毒进行工程化改造和设计，按照我

们的意愿生产病毒——这便是疫苗的来源。但是，分子病毒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安全地运用这项技术，以及在何种情况下

运用这项技术，需要经过严格考量。我们不希望“基因编辑婴儿”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正确地利用分子病毒学技术

探索大自然，认知病毒，造福人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和自然交互变得逐渐频繁，我们面临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也日益加剧，病毒的传

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我们可以看到，从 2003年“非典”（非典型呼吸道综合征，由 SARS冠状病毒感染引起）暴发，到 2012年“中

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病毒感染引起）出现, 再到 2015年美洲寨卡病毒重现，以及从 2018年开始，目前仍在非洲肆虐的埃

博拉疫情（截至 2019年 10月 7日，已有超过 3000人感染，其中逾 2000人死亡），还有当前正在对我国养猪业造成重创的非

洲猪瘟病毒（2019年 4月 19日，全中国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都传出猪瘟疫情，非洲猪瘟传染性强、病畜死亡几乎达到

100%）……我们很难预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什么病毒会出现。这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测以及疾病暴发后的应急响应机制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2003 年全球 SARS 病例分布。得益于全球警报和患者隔离制度，全球 SARS 病例总数得以控制。  |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nature/focus/sars/map.html 

  

开发低成本、高灵敏度且高特异性、高通量、方便携带、实时快速的检测方法对于及时发现病原体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张锋教授最近利用 CRISPR技术开发的“SHOLCK”技术可以对 1微升临床样品在 1小时内给出诊断结果，其灵敏度可达 1

拷贝，且成本约为 0.6美金每个样品。 

  

同时，加强广谱抗病毒活性的药物以及预防性疫苗的研发也是应对新发、突发病毒性疾病的有效手段，这就需要在基础科研领

域工作的病毒学家孜孜不倦地寻找病毒的“阿喀琉斯之踵”，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在 2003暴发 SARS之后，我国建立了完备的应对传染病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机制，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大大增强。国家

“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充分表明我国对传染性疾病基础研究的重视，可以为抵抗传染性病原提供更多的理论研究。 

  

2018年，地处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简称“武汉 P4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具备开展高致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活动的资质，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和生物防范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和生物安全平台支撑作用。 

  

另外，我们也应该主动出击，去了解病毒，预测病毒的流行。人类病毒组计划（Global Virome Project）便是我们主动了解潜在

病毒的策略，这项计划旨在通过病毒检测和样品收集，一方面获得“病毒生态学”大数据，包括宿主范围、地理分布和流行病学；

另一方面通过测序病毒基因组获得数据库，建立一个综合自然病毒生态学和遗传学的病毒超级数据库，以应对未来新发和再发

病毒性传染病的威胁。该计划需要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合作描绘全球病毒谱。届时，当遇到新发和再发病毒传染病时，我

们就可以像遇到生僻字去查字典一样，迅速对病毒有所认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对过去总结得多深，可能决定我们将来能走多远。在“西班牙流感”过去百年之际，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发行了《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一书。这本书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和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刘欢博士担任主编，以大家熟知的“流行性感冒“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介绍了流感病毒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类公

共健康的病毒。十个章节层层递进，涉及到病毒性疾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生命和演化、国际合作和

中国发展以及现代科技与全球人类健康等话题，是一部普及科学精神，传递科学思想，人文精神的著作，推荐大家阅读。 

  

病毒性疾病的传播不需要“签证”，并没有国界和地域的限制，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普通民众、学术界、

工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参与，精诚合作。在传染性疾病面前，所有的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希望每个人读完这本书后，在面临新

发和再发病毒性疾病的攻击时，会多一些理性和思考，少一些不安和恐慌，并且能够积极为战胜病毒性传染病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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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了解感冒吗？如何预防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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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真的了解 “感冒” 吗？ 

感冒，专业名词叫急性上呼吸道感染（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URTI），平日里也有人简称叫 URI。更为大家熟悉的

英文叫 Common Cold。那感冒到底有多 Common 呢？有统计资料显示，每年每个美国人平均会感冒 2-4次。这么 Common 

的感冒，病因是什么呢？感冒病毒感染。 

  

 

  

感冒病毒有哪些呢？ 

  

最主要的是鼻病毒（Rhinoviruses），占比为 30%-50%。第二位的是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占比为 7%-18%；第三位的就

是大家现阶段经常看到、听到最多的流感病毒（Influenza），占比为 5%-7%。小孩子人群中常见的还有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其它的还有副流感病毒（parainfluenzaviruses），腺病毒（Adenoviruses）和肠道病毒

（Enteroviruses）。种类真的是很多啊。不仅如此，仔细的读者可能还发现几乎每一个病毒的名字用的都是 “复数”，都以 “es” 

结尾。也就是说，其实以上提到的每一种病毒，都是一大类的病毒，可能几十，甚至近百种血清型（serotypes）。 

  

所以，您想知道您的感冒具体是哪种病毒引起的，目前还说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好消息是我们的身体实在太强大

了，可以消灭几乎所有的这些病毒。 

  

哪些类型的感冒病毒临床上可以检测呢？ 

  

http://fanpusci.blog.caixin.com/archives/217699
http://blog.caixin.com/archives/category/%E7%94%9F%E6%B4%BB/%E5%81%A5%E5%BA%B7


目前在临床上，主要检测的对象是流感病毒（Influenza）和小孩常见的呼吸道合胞体病毒（RSV）。流感病毒主要检测的是 A型

和 B型的（见下图）。 

 

普通的感冒大家一般不会太担心，几天就好了。但是一旦看到了有浓痰，那就急了，紧张了。会不会合并细菌感染了？该用抗

生素了吧？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浓痰并不是细菌感染的特征。而是，你的机体被全面动员起来了，大量的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通过自杀式

的防卫，和病毒同归于尽了。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浓痰的产生。正常情况下，机体会通过各种办法将这些浓痰清除。只有一些

特殊情况，比如肺气肿（COPD）的病人，气道和肺部的清除能力是下降的。因此，对于这些病人，如果有浓痰，是可以考虑早

期就使用抗生素的。 

  

抗生素的好处大家都很清楚，“用对了” 可以快速杀灭细菌，让自己从疾病中走出来。但是什么情况才算用对呢？ 

  

大部分时候，医生给病人开具抗生素的时候，是非常不精准的。因为没有培养，根本是不知道什么细菌在作怪。医生都是根据

细菌累及的身体系统，严重程度等，判断可能是哪一大类的细菌感染，然后开出一个可以杀灭这一大类细菌的抗生素。如果医

生用药准确，把目标细菌是杀灭了，但是对于其它一些潜在的致病细菌，很可能会是一种挑战性的训练，让某些细菌产生了对

抗这种抗生素的耐药性。抗生素次数用的越多，细菌产生耐药的机会就越多。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怎么某某抗生素对

我越来越没有效果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抗生素的监管是非常严的，不乱开，更不会多开。需要几天的抗生素，就开几天的

抗生素，会严格计算，也基本上不会给 refill（就是病人不需要医生的再次医嘱，去药店配同样的药）。 

  

如何快速鉴别流感和普通感冒呢？ 

  

主要的鉴别点是流感一般发展较快，会有发热，甚至高热，还会伴有肌肉骨骼的酸痛。具体的鉴别点见下图。如果有怀疑，可

以来到 Urgent Care 做一下流感的检查，一般 20分钟左右会出结果。 



 

什么方法对预防感冒最有效？ 

  

预防感冒的方法有很多，有些人会服用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有些人会使用维生素 C等，其实，目前临床证据最充分，也是最

实用的方法，就是勤洗手！记得小时候看到大人们打喷嚏时，有些人会用双手去捂一下嘴巴和鼻子。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是防

止飞沫飞溅。然后呢？这些飞沫都到了自己的手上，然后又通过手，传播的更远…… 

  

所以打喷嚏或者咳嗽时，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用手肘部挡一下，或者用纸巾。 

  



 

  

预防是王道，你我一起努力，才能让感冒离我们越来越远。 

  

Take Home Message 

总结：预防感冒勤洗手，预防流感打疫苗。 

  

 参考资料： 

 Hopkins Module 

 CDC 

 图片部分源于网络 

 版权属于原作者 

  

文章来源于逻辑医学，分享美国最新医疗理念，传播基本医疗科普知识（网站：Jin.Care，重点关注“治未病”）。 

  

 



点击阅读原文，看知识分子网站更多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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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李文辉，男，汉族，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1994年获得兰州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免疫学硕士学位；2001年， 获得原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博士学位。2001年 9月——2004年 5月，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

后研究；2004年 6月——2007年 9月，任哈佛大学医学院讲师,从事研究工作; 2007年 10月回国加盟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历

任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李文辉的研究领域集中于重要病毒感染的分子机制及其防治。主要成果包括：发现非典病毒(SARS-CoV) 的受体 ACE2；发现乙

型肝炎病毒 (HBV) 及丁型肝炎病毒 (HDV) 感染肝细胞的关键受体是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 (NTCP)。近年来主要致力于

乙型肝炎病毒研究和相关药物开发。 

  

隋建华，女，汉族，1972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制品中心主任。 

  

1994年，兰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士；1997年，兰州大学医学院心血管内科学硕士；2000年， 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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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病理生理学博士；2000——2004 年， 哈佛大学医学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

2004——2011年， 任哈佛大学医学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讲师；2012年至今，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制品中心

主任。 

  

隋建华的研究领域集中干重要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抗体药物研发。主要成果包括：发现了针对高度变

异的流感病毒的广谱中和抗体及抗原表位。 

 

  

撰文 | 赵永新 

  

2018年 2月 1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西方的情人节，我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采访汤楠、邵峰两位老师，结束时已快下午 5

点。到李文辉老师的办公室时，他还在那里等我——昨晚我跟他约好， 今天下午来看他。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我抱歉地说。 

  

“没事，我也刚收拾完。” 他的实验室里只有两个学生，其余的都回家过春节了。他穿上羽绒服、拿起背包：“走，咱们到建华办

公室，她在等我们。” 

  

建华即他的爱人隋建华，北生所生物制品中心主任。李文辉的主攻方向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机制，隋建华的专长是抗体工程。

夫妇俩分别于 2007年、2011年回国，加盟北生所。在隋建华的协助下，经过 5年的艰苦努力，李文辉团队于 2012年 11月在

世界上首次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 (HBV) 和丁型肝炎病毒 (HDV) 进入人体细胞的关键受体——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

(NTCP)。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合作，开发治疗乙型肝炎的抗体药物。 

  



 

  

隋建华的办公室在二楼，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她正伏在办公桌前，在一个记事本上写着什么。 

  

隋建华个子不高，齐耳的短发、单纯的微笑，使她看上去像个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见我们进去，她把记事本合上，笑着把我们

让进办公室里侧一间兼作休息室的小会议室。会议室里侧靠墙，是一张大的黑沙发，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下面摆

着两个小圆凳。 

  

我和李老师坐沙发，隋老师拉了一张小圆凳，靠着墙坐在我俩对面。 

  

“真是快啊，马上又一年了。”很是疲惫的隋老师不无感慨地说，“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天天在实验室里瞎忙活。” 

  

“隋老师可别这么说，你们可是在做开天辟地的大事。” 我认真地说 

  

事实上也是如此。 

  

看一看这组数字就知道了：据世界卫生组织 ( WHO) 2016年7月的相关报道，当时中国约有9000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其中2800

万人需要治疗。慢性 HBV感染是导致肝硬化、肝癌的重要病因；丁型肝炎病毒 (HDV) 是 HBV的卫星病毒，在所有 HBV感染者

中，约有 1500万人同时感染 HDV。 

  

李文辉和隋建华的开创性工作，是找到 HBV和 HDV感染人体细胞的关键受体，并以此为基础，开发治疗乙型肝炎的药物。 

  



所里会全力支持你 

  

2007年 10月底，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艾滋病和 SARS冠状病毒研究的李文辉回国，到北生所另起炉灶：带领新招聘的助

手和学生，做令许多同行望而却步的课题——寻找 HBV受体。 

  

原来，乙型肝炎病毒要想感染人类，必须先与细胞膜上的一个蛋白结合，然后才能进人宿主细胞——这个蛋白就是 HBV受体。

只有找到这个受体，才能深入了解乙型肝炎的感染机制，建立更好的体外和动物研究模型，进而开发出有效的治疗药物。 

  

自乙型肝炎病毒被发现以来，全世界许多顶尖科学家都在苦苦寻找它的受体。但是，40多年过去了，科学家们都无功而返。 

  

“我可以做相对容易、好发论文的课题，但我想找 HBV的受体，因为这是这个研究领域最难也是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李文

辉找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征求意见，“虽然可能我们做不出来。” 

  

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既缘于李文辉早年在国内医院实习时切身感受到的乙型肝炎患者的痛苦，也因为这项工作巨大而迫切的现

实需要：我国每年因乙型肝炎及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在 30万人左右 (参考 2016年 7月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报道)，而目前已有

的药物均不能根治乙型肝炎，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李文辉知道，做 HBV受体难度极大、风险极高，很可能劳而无功。但是，他对王晓东说：“只要这个课题有价值、有意义，就不

该怕困难和风险。” 

  

“你都不怕失败，我还怕什么?”王晓东说，“所里会全力支持你！” 

  



 

  

直径只有 40纳米的“毒蘑菇” 

  

课题选定之后，李文辉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先带领学生们“打地基”：搜集、查阅国内外已发表过的相关论文，辨别真伪、分析

方法、总结教训，寻找可能提供启示的蛛丝马迹..... 

  

“地基”打得差不多了之后，他们购买了两只树鼩，试着把这种外形酷似松鼠的类灵长类小动物养活。原来，不同于其他病毒，HBV

不会感染小鼠、猴子等常用的实验动物，只感染人类、黑猩猩和树鼩——在现有条件下，树鼩是唯一的突破口。他们从树鼩的体

内取出肝脏细胞，进行体外培养，李文辉等通过不断探索和努力，建立和优化了研究 HBV的体外感染模型，团队也迈上了发现

乙型肝炎病毒受体的旅程。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 

  

乙型肝炎病毒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病毒，直径只有 40纳米 ( 1纳米= 0.001微米)。在几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负责乙型肝炎感

染的病毒蛋白看上去像个头大、柄短的毒蘑菇；它镶嵌在病毒包膜上，短柄前后 4次跨过细胞膜——这一现象在病毒中非常特

殊，很难用已有的实验体系进行研究。 

  

无功而返 

  

时间流逝，他们夜以继日，在不断探寻中摸索前进。 

  

在高通量测序中心蔡涛博士的帮助下，他们建立了树鼩肝细胞的基因表达图谱；之后，再通过各种手段分析，寻找树鼩肝细胞

里可能与 HBV结合的相关蛋白。 

  

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由博士生严欢带队，用“鱼钩”“钓”；另一路由博士后钟国才带队，用排除法“筛查”。结果，几个月过去了，

两路兵马均无功而返。 

  

“是不是这个受体根本就不存在？！”学生们陷人深深的困扰。此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 4年，团队还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作为领

队，李文辉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但经验告诉他，他们可能已经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在一次讨论会上，李文辉对学生们说：“这个受体是肯定存在的，只是它非常隐蔽，躲藏在很难察觉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我

们已经去过，只是没有发现目标。” 

  

至于论文，他说：“论文固然很重要，但比论文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学术能力有没有提高。我想同学们毕业时最

重要的收获，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只要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即使这次没有成功，今后肯定会有成功的机会。

归根到底，做出发现比发表论文更为重要。” 

  

他鼓励学生们：“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些？” 

  

“小金鱼”现身 

  

于是，大家又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向前摸索。 

  

关键时刻，李文辉的爱人、此前也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病毒和抗体药物研发的隋建华加盟北生所。在她的帮助下，团队

对“渔具”进行了改进：设计了一个单克隆抗体位点加在“鱼钩”上，便于定向追踪和捕捉；同时，严欢在原来的“鱼钩”上加一个“倒

钩”，防止狡猾的“小金鱼”逃脱。经过改造后，“渔具”不但上了“双保险”，而且增加了高灵敏的“跟踪仪”。 

  

利用改进后的方法及“渔具”，李文辉带领学生继续“钓鱼”。目标终于出现—— 

  

2012年 1月 7日午夜过后，在蛋白质细中心主任陈涉的帮助下，通过质谱鉴定，景致毅在多条外形很相似的“鱼”中找出了可能

的“小金鱼”； 

  

1月 11日凌晨，初次验证结果表明，这条“小金鱼”——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 ( 又称“肝脏胆酸转运蛋白”，NTCP)，很可

能就是他们寻找了多年的 HBV受体！ 

  

铁证如山 

  

但是，这只是初步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可靠验证。此时已近年关，严欢、钟国才、徐广伟等几位同学放弃回家过年，与李

文辉、隋建华一起,继续加班加点。 

  

2012年 1月 27日是农历大年初五。这天晚上，李文辉走后，严欢继续留在实验室工作。凌晨 2点多，他得到了一个关键结果：

把受体导入原来不能被丁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肝癌细胞，结果实现了感染！ 

  

兴奋不已的他立刻给李文辉打了个电话:“铁证如山，就是它了！”李文辉没有严欢想象的那么激动：“应该没错。早点睡吧，明天

还要继续。” 

  

他知道，这类验证必须要做两个：一个是功能获得验证，另一个是功能丧失验证。严欢做的这次丁型肝炎病毒验证，只是功能

获得实验的一部分,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们又继续进行乙型肝炎病毒的功能获得验证。这一步难度更大，但它是证明 NTCP是乙型肝炎病毒受体的关键证据。他们尝

试了多个方案，直到 2012年 3月中旬，通过改进细胞培养基的成分和培养方法，钟国才和严欢先后成功确定了乙型肝炎病毒在

原本不能感染的肝癌细胞上的感染。 

  



同时，钟国才还和徐广伟等人花了几周时间，分别完成了在人类肝细胞上受体的功能丧失验证。 

  

至此，他们分别从充分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验证了 NTCP就是乙型肝炎病毒和丁型肝炎病毒特异性感染人类肝细胞的受体。 

  

此后，团队又夜以继日做了大量的实验，补充了许多新的数据，让结果更加可靠, 

  

2012年 11月 13日，文章终于在科学期刊 Elife 在线发表——这是李文辉实验室成立 5年多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乙型肝炎的论

文。 

  

 

  

苦中苦之后的甜 

  

大家的喜悦可想而知。正如隋建华所说：“与那些可以轻松得到的幸福相比，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因为那是苦

中苦之后的甜。” 

  

该成果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这篇文章有力证明了 NTCP是 HBV和 HDV的受体。” Elife杂志的三位国际评审专家如此评论：“长期以来，人们直在寻找 HBV

受体，NTCP的发现是该领域的一项巨大进步，对于病毒性肝炎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国国立输血研究所资深肝炎分子病毒学家卡米尔·苏锐博士评价说：“你们的研究成果是 HBV研究领域里非常重要的突破，它

解决了一个多年来困扰我们大家的难题。” 

  

“我曾以为我们能够第一个发表这项研究成果，但是事实上你们赢得了这场赛跑。我们对此并不嫉妒，而是衷心地祝贺——我们

都将受益于此，尤其是那些患者。”HBV感染研究领域国际专家、德国海德堡大学史蒂芬·伍本教授在电子邮件中说：“这一突出

成果对 HBV研究领域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将改变 HBV领域内现行的研究模式，将可能帮助乙型肝炎治疗新药的发现而为乙型肝



炎患者造福。” 

  

乙型肝炎病毒是美国已故科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在 20世纪 70年代发现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是目前全球顶尖的乙型

肝炎研究机构。 

  

2016年 6月，李文辉应邀到该研究所做交流讲座。讲完之后，巴鲁克·布隆伯格当年的助手、白发苍苍的汤姆·伦敦走到李文辉

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真的很高兴，你讲了 40多年来我们一直想知道的事。” 

  

再接再厉 

  

“找到 HBV受体，等于打开了一扇门。”李文辉说：“其实门打开以后，新的问题更多，所有重要的科学发现在这点上是相通的。

继续前进，去挑战新的未知前沿，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往下做，直到最终解决实际问题。 

  

李文辉和隋建华团队分工协作、再接再厉：前者继续在基础研究上深挖，后者则聚焦抗体药物开发。 

  

“钟国才和严欢毕业后，新来的学生也非常用心，相当有拼劲儿。我告诉他们晚上 12点以后不许在实验室干活，但是他们还是

悄悄继续做。我们选择了重点方向，虽然大家并不熟悉，但都在全力以赴。” 李文辉很是欣慰，“我们的工作到目前还是领先的。

一方面，我们建立了更为优化的细胞和动物模型，现在全球的同行都在使用这一工具；同时，我们对病毒慢性感染建立的分子

基础等有了更多了解，受体与病毒感染及肝癌等严重疾病的可能联系也日渐清晰，很多新发现非常有意思。”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对他们的工作高度重视，专门拨款予以支持，乙型肝炎病毒的抗体药物开发进展得比较顺利。“这个抗体

把受体和细胞之间的通道打断，从而阻断病毒进人新的宿主细胞，打破旧的循环，建立新的生态。” 隋建华说，“抗体的实验阶

段已在 2014年做完，现在正在推进临床前研究。从日前来看，结果比较理想，上下游的生产工艺也基本过关，力争尽早申请开

展临床试验。” 

  

万里长征 

  

经过 6年的艰苦努力，李文辉和隋建华终于迎来了新的里程碑：2018年 6月 14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了

他们开发的乙型肝炎单克隆抗体新药 HH003的临床研究申请。 

  

“我们想在临床研究中测试它，单独或和已有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联合使用，看是否能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手段。” 隋建华

坦诚地说，“当然，因为这个药物是真正的 ‘First-in-Class’ (全球新药)，临床研究中间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 最

后能不能成功，都很难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对这个判断多少有些失望——从寻找 HBV受体到完成临床前研究，他们已经做了整整 12年！ 

  

“问题还是蛮多的。”李文辉摸摸脑袋，笑着说，“这个临床研究是全球第一个，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连临床标准都没有， 

真的是无人区。” 

  

“如果一切顺利，临床研究大概在 2018年 9月份开始。但最后能不能成，谁也说不好，只有到三期临床的最后一步才能确认。” 

隋建华说，“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己所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做完临床一期，就能判断 ‘成还是不成’ 吧?” 

  



“可不能这么说！” 李文辉说了一件事：知名药企默沙东开发的一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临床三期已经做了一大半，前后

花了数十亿美元。但是，就在 2018年 2月中旬，默沙东对外宣布：停止该药的临床研究。 

  

听完这个，我既震惊又失望。 

  

看着我脸上的表情，隋建华笑着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们的科学基础还是不错的。只要大方向没错、选的路子对，就

会有到达终点的那一天吧 。”  

  

 

2018年夏，李文辉、隋建华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赵永新 摄） 

  

2016年 5月完成初稿，2018年夏修改，节选自赵永新的新书《三代科学人》。 

  

本文除了注明摄影者的图片，其余均由李文辉、隋建华提供。 

  



 

  

新书《三代科学人》出版  韩启德作序 

  

由人民日报资深科技记者赵永新撰写、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先生作序的《三代科学人》一书，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新中国成立至今，从钱学森、屠呦呦到王晓东、施一公，从邵峰、李文辉到颜宁到许晨阳，是什么样的初心促使他们走上共同

的科学之路？在看不见尽头的漫漫长夜中，是什么激励他们勇毅独行、迎来黎明的曙光？又是什么，能让这些智商超常的人自

愿选择常人难理解的鼓噪乏味，并乐在其中？除了科学上的探索，他们在忧虑什么、期盼什么？ 

  

《三代科学人》一书，或许能告诉你一些答案。 

  

本书作者赵永新，现为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科技采访室主编、高级记者，笔名“柏木钉”“李晗冰”等。他 1995年入职人民日报

社，2007年之前主要采访环保新闻，曾于 2005年第一个报道了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事件。2007年之后，他转岗采访科技领



域。期间，除了《我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做科研》等深度报道，他还以“柏木钉”的笔名发表了百余篇针砭科技界时弊的短评，如

《还有多少 XXX之父》《莫让“零容忍”变成零作为》《院士代表最高水平吗》等，笔带锋芒、发人深思。近年来，他以“李晗冰”的

笔名，在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上发表了多篇科技长文，如《跟班式科研 误己误国——某国立研究所所长的自白》《引进诺奖得主？

别闹了》等。这些文章在科技界引发共鸣，有的还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于澄清错误认识、纠正科研误区、净化学术空气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代科学人》收录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21位科学家的故事，包括：钱学深、师昌绪、吴良镛、闵恩泽、朱光亚、屠呦呦、徐

凤翔等 7位科学前辈，邓兴旺、王晓东、俞德超、王印祥、施一公、朱健康等 6位中年俊杰，以及张宏、李文辉、隋建华、邵

峰、罗敏敏、颜宁、刘颖、许晨阳等 8位后起之秀。 

  

在 10多年的科技报道中，赵永新采访、结识了许多科学家，有的还成了朋友，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喜所忧有比较

深入的了解。作者通过真实的故事、生动的细节，带你走进科学家的世界，同他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探讨人生的真义，感受。

从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求学之路、治学之法、做人之道中，除了感悟他们朴素的家国情怀，领略他们不唯书、不唯上、独立思

考、理性质疑、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读者或许对“短暂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个问题有新的理解。 

  

 

▼▼▼点击“阅读原文”，与知识分子一起悦读 2019。 

 

http://zhishifenzi.blog.caixin.com/archives/207713 

中国学者同日在《自然》发 2篇论文，揭示病毒进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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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对不同的病毒有所了解，从 SARS到 MERS，从埃博拉到寨卡病毒，但对它们的进化历史仍旧未知。 

 

本周，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张永振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文称，通过对 214种 RNA病毒进行大规模的 Meta转录

组分析，理清了它们在爬行、两栖、鱼等动物群体中的进化关系，并发现这些 RNA病毒尽管拥有不同的寄主，但都可以在不同宿主中共进化。 

与此同时，另一组由中外学者组成的团队通过一个案例，阐述了他们发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物种间的传播以及共进化。相关研究在线

发表在同一期的《自然》杂志上。 

这项研究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新加坡 DUKE-NUS新发传染病研究所和

美国生态联盟（Ecoheath Alliance）共同完成。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不同宿主中传播，该病毒在从蝙蝠向猪传播，并造成猪场发生大规模猪死亡事件。这项研究确定了

2016-2017年造成广东仔猪场发生仔猪急性致死性腹泻的病原为一种蝙蝠来源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6年 10月底，广东清远一种猪场暴发仔猪致死性疾病，发病仔猪表现为严重急性腹泻、呕吐、体重迅速下降，5日龄以下的仔猪死亡率高

达 90%。其他三个猪场随后也出现了疫情。截至 2017年 5月，共造成 24693头仔猪死亡。 

根据临床症状，研究人员对病猪样本进行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等已知猪腹泻相关病毒的检测。 

然而在疾病暴发高峰期，所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表明该疾病是一种新发疾病。随后，对肠道样本的高通量测序结果、病毒分离和感染实

验证实，该疾病的病原是一种冠状病毒，将其命名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简称 SADS冠状病毒（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 

coronavirus, SADS-CoV）。 

 



对 SADS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分析为寻找病毒的来源提供了线索：SADS病毒与 2007年香港大学首次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 HKU2基因组序列

高度相似，全长序列一致性达 95%，但囊膜蛋白（S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只有 86%。这表明 HKU2虽不是 SADS冠状病毒的直接祖先，但两

者在遗传进化上关系相近，暗示 SADS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  

于是研究团队随即对 2013-2016年期间在广东采集的 591份蝙蝠样品进行了 SADS冠状病毒特异性定量 PCR检测，共有 58份结果为阳性，大

部分阳性样品来自菊头蝠。 

其中一株在发生疫情猪场附近的蝙蝠洞穴中发现的冠状病毒与 SAD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一致性高达 98.48%。结果进一步表明引起这次仔猪

腹泻疫情的 SADS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 HKU2相关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 

根据对和病猪有密切接触的猪场工作人员的血清学调查结果，尚无证据显示 SADS冠状病毒可进一步跨种感染人。 

值得一提的是，SADS和 2002-2003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发生于广东，都由新发冠状病毒引起，

源头都是菊头蝠。 

蝙蝠是多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储存宿主。SADS冠状病毒的发现与溯源研究证实蝙蝠携带的某些冠状病毒可跨种传播至家畜并造成严重疾病。针

对蝙蝠持续开展冠状病毒的监测，发现、鉴定对人畜健康构成潜在威胁的蝙蝠冠状病毒，对于防控新发传染病、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石正丽研究员表示，这种猪病毒来自蝙蝠，通过血清学的研究发现，该病毒目前只能让猪致病，还不会感染人。但她

同时也强调，这项研究也提醒养殖业，以及公共卫生，需提前预防这些来自野生动物的病原体，它们在野外长期存在。只要我们对这些病原早隔离、

早诊断、早预防，可避免造成大规模的爆发。 

事实上，早在一个多月前，来自中国疾控中心中心的高福院士与国际同行一道，启动全球病毒计划（The Global Virome Project）,旨在通过该

计划鉴定出对人类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病毒，从而及时应对。该计划于 2018年启动。 

相关文章       

Zhou P et al. Fatal 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 Caused by an HKU2-related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 2018. Nature. DOI: 

10.1038/s41586-018-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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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我国流感 3种流感病毒同时流行，导致流感的发病率比往年明显增加。这使得流感抗病毒药奥司他韦火了，甚至达

到了断货的地步。但是，奥司他韦真的那么神吗？滥用奥司他韦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奥司他韦可治疗流感，但要把握时机 

  

奥司他韦是一种有效的抗流感病毒药物，它可以抑制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表面的神经氨酸酶，阻止新复制出来的病毒颗粒从人

体细胞中释放出来，使得病毒的生命周期难以延续。奥司他韦的副作用少见，安全性好，老人、儿童都可以使用，甚至还被推

荐为妊娠期流感可以选择的药物。 

  

但是，使用奥司他韦治疗流感要把握时机，患病后用药越早效果越好，应在患病 48小时内使用，超过 48小时后再用药带来的

效果并不明显，除非是病情较重的流感住院患者或有并发症的高危患者超过 48小时之后仍然可以考虑使用。 

  

奥司他韦可预防流感，但无法代替疫苗 

  

奥司他韦也可以预防流感，减少流感的密切接触者流感的发病率。但也需要在接触流感患者后 48小时之内启用，越早用药，预

防效果越好。但奥司他韦的预防作用无法与流感疫苗相比。药物的预防作用很短暂，只能在服药的时候才有预防作用，不吃药

则没有作用。但流感疫苗不同。流感疫苗接种后其免疫力可以维持至少数月到 1年，在流感大流行期间普及接种可明显减少流

感病毒的传播。因此，奥司他韦不能代替流感疫苗接种，只能作为未接种过疫苗的流感易感者或重症流感高危人群在接触了流

感患者后的紧急临时预防措施。 

  

奥司他韦仅治流感，对普通感冒和细菌感染无效 

  

奥司他韦仅对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因此只能用于治疗流感，对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等引起普通感冒的病

毒是无效的，对流感并发的细菌感染也是无效的。因此，在治疗前应首先鉴别自己是否得了流感，确诊流感的最好方法是到医

院进行取呼吸道分泌物检测流感病毒的核酸或抗原。得了流感也常并发细菌或支原体感染。奥司他韦对流感并发的细菌或支原

体感染也是无效的，并发细菌或支原体感染后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治疗。 

  

奥司他韦安全性好，但并非没有副作用 

  

奥司他韦的安全性较好，不良反应较少见。在奥司他韦的一些临床研究中，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

消化不良、腹痛等，发生率大约 6%～15%，大多症状较轻，停药后即可消失；少数人可能发生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在奥司

他韦上市后，还有一些可疑与奥司他韦有关的严重不良反应报道。最引人关注的是神经精神事件，神经精神的异常表现是多样

的，包括头晕、头痛、幻觉、行为异常、嗜睡、谵妄和焦虑等，严重者可发展为抑郁甚至自杀。还有奥司他韦引起结肠或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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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血的报道。但这些不良事件是否与奥司他韦相关，目前仍有争议 

  

总之，奥司他韦是治疗流感非常有效的药物，但不可滥用，更不能超剂量使用。有学者对 2009年全球流感大流行期间收集的 7482

个与奥司他韦相关的不良事件进行分析，发现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与药物滥用有关。滥用奥司他韦不仅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的风险，还有可能导致流感病毒耐药。耐药后的流感病毒仍可继续传播，但奥司他韦治疗就无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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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高原，一位植物学家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 41期 出版日期 2017年

10月 23日 

钟扬（1964-2017）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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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 

《财新周刊》2017年第 41期 



出版日期 2017-10-23 

 【封面报道·辅文】自动驾驶上海路径 

 烫手的现金贷 

 反腐五年“回头看” 

 私募基金条例争议 

 显影 | 大芬村：画里画外 

 【舒立观察】改革再出发 

相关报道 

植物学家钟扬：任何生命都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 

文|小庄 

科学松鼠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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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扬，中国当代最有情怀的植物学家之一，准备赶往鄂尔多斯市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做一场讲座。9月 25日清晨，在鄂托克

前旗，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年仅 53岁。 

　　钟扬去世前，任职复旦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与地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他是一位富有神奇色

彩的科学家。1964年生于湖南新宁，15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毕业于无线电电子学系，却转而爱上了植物；20岁

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专注于植物的数量分类。 

　　华裔生态学家、华东师大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何芳良曾回忆，1985年与钟扬在武汉结识，“brilliant、执着、自信、

快速，是钟扬给我留下的印象”。目标一致的两位年轻人很快结成好友。他们于 1986年、1988年分别发表了合作文章“植物

群落演替过程的预测模型”和“生态系统演替过程的数学模型”。在学术引擎上搜索这两篇论文，前一篇的摘要中有这么一段：

“许多事实表明，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本文虽然是一篇关于生态系统方面的预测文章，但对搞社会

经济、特别是商品预测的读者，也许不无启发，预测应用领域很广，预测的方法也很多，相互交流和补充，往往会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这句话可以说非常钟扬，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曾有幸与他共度的几次讲座与饭桌时光。他总是旁征博引、纵横捭阖、

谈古论今，而且永远那么乐观。广泛兴趣和模型方法引领着他向很多领域做出探索。比如 2003年“非典”之后，钟扬与合作者

发表了“SARS冠状病毒 S基因的最近共同祖先序列重建及 Spike蛋白的适应性进化检测”一文，如非他有次亲口提及，我真

没想到他还有病毒研究方面的“副业”。 

　　钟扬 2000年起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并很快把完善种子库作为人生重大目标。

2001年，他只身踏上青藏高原，考察那里独特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在今年 8月的“一席”讲座中，他给听众带

来一场相当高水准的演讲，哪怕是对植物学毫无概念的人，都能从那场深入浅出又幽默生动的“工作报告”中了解，他们从事

的拯救西藏地区的种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钟扬反复强调，在全球变暖的时代，我们和植物一起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考验。种子库就是基因库，也许某一天，一粒种子、

一个基因能拯救一个国家。在长达 16年的援藏工作中，他培养了五名藏族博士，和学生们一起储存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万颗

种子，并找到了那里特有的模式生物——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拟南芥。 

　　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 10亩大小的田地里，种植着一片红树树苗。“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 100年以后，上

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我不一定能看到这一幕，

但上海的红树林将造福子子孙孙，成为巨大的宝藏——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2007年，钟扬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始了

上海地区的红树引种计划，这是基于他们对有“海洋卫士”之称的红树特性的了解，特地为此低温驯化筛选了耐寒树种。 

　　钟扬是一位坚定的科学演化论捍卫者，不论是私下交流还是公开演讲和写作，他都愿意一遍遍讲述演化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以及那些和基因有关的美丽故事。我们曾数度邀请他给科学松鼠会的读者做讲座，也在 2012年邀请他成为“菠萝科学奖”评委。

不管是“科学嘉年华”活动，还是我策划的《一百种尾巴或一千张叶子》新书推广会，他都欣然前来。在无法接受他离去噩耗

的夜晚，我翻出八年前的邮件，看到“三十一日中午要跟你们一起吃盒饭⋯⋯当然，我不会白吃，给你们带了西藏特产。”我完

全哽咽。2005年我还是《新发现》杂志的编辑，经由当时复旦大学生命学院院长金力教授认识钟扬时，曾提出要给他做专访，

他谦虚地说：我还没做出什么工作，以后吧，以后。 

　　然后就没有了“以后”。他的许多神奇，我已无从亲口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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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流感 为何广东报告死亡病例远低于香港  

2017年 08月 10日 07:56 来源于 财新网 

香港与内地采用的流感死亡病例统计口径不同，而流感病毒本身种类繁多，容易变异，可能会对流感疫苗的保护效力产生影响，但通常情况下，流

感病毒的变异不一定导致毒力或传播能力变强，接种流感疫苗仍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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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感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图/视觉中国 

相关报道 

香港流感已造成 307人死亡 人数超 SARS 

香港流感导致 186人死亡 或持续两至三个月 

香港流感死亡超三百人 专家指疫情可控 

　　【财新网】（记者 刘佳英 实习记者 王一妃）香港流感近日受到广泛关注。从 5月 5日至 8月 6日，仅仅三个月时间，香

港与流感相关的严重个案总数达 475宗，共造成 327人死亡，甚至超过 SARS的死亡病例数，而与香港同属流感高发季的广东

省，截至今年 8月 6日，却只报告了 3例死亡病例。两地疫情均与甲型 H3N2流感病毒有关，可为何广东报告死亡病例数远低

于香港？ 

　　根据香港卫生署的公开资料，香港于今年 5月进入夏季流感期，截至 8月 2日，入住公立医院、经化验确诊为流感的患者

已达到 14713人。目前香港流感仍处于活跃水平，参照过往经验，即流感活跃程度需约 10至 13星期从高峰回落至基线水平，

香港卫生署预计夏季流感季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与香港紧邻的广东省，也处于夏季流感高发期。从今年 1月至 5月，在广东丙类传染病报告数中，流感发病数一直位居第

三位，后于 6月上升至第二位。截至 3月 31日，广东省 2017年报告流感病例仅 8335例，到 8月 6日已累计至 74872例，

即四个月增加了近 6.6万例。 

　　两相对比之下，广东省面积更大，常住人口更多，流感发病数显然超过香港。但比较死亡病例数可发现，在香港入住公立

医院、经化验确诊为流感的 14713人中，经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 300人，但在广东省，尽管今年官方报告的流感病例超过 7万

例，死亡病例却只有 3例。 

　　为何广东省流感病例基数更大，死亡病例却极少？是因为两地区在流感防控措施上存在差异，还是因为引起两地区疫情的

病毒差别较大？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香港和广东地区的优势流感毒株主要是甲型 H3N2，尽

管有专家分析香港有些甲型 H3N2病毒的毒株出现了变异，但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该变异可引起流感相关重症和死亡的增加。 

　　多名传染病专家则告诉财新记者，广东省和香港每年会由政府出资，给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疫苗，此外香港还规定 12

岁以下的适龄儿童可免费接种疫苗，由此可看出，两地区都很重视流感防控，但之所以香港报告的流感死亡病例远多于广东省，

其部分原因与两地对流感死亡病例采用的统计口径不同有关。 

　　而对比香港与广东流感的病死率，宋轶分析称，香港疫情其实和广东是类似的，峰值都出现在 7月中旬，随后下降，根据

中国内地 2015-2016年的流感监测数据，就流感住院病例病死率这一指标而言，内地约为 2%，与香港报告的数据也大致类似。 

　　　死亡病例统计口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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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感的死亡病例统计方面，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医师李侗曾告诉财新记者，老年人、体弱者是流感的高危人群，

容易出现肺炎、神经系统损伤等并发症，并同时患有心脏病、脑卒中等基础性疾病，其死亡原因通常比较复杂，流感可能是压

死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又不能完全把患者的死亡原因归结于流感。 

　　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倾向于把和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都统计出来，比如心血管疾病患者在患流感及

其并发症后死亡，将被纳入与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因为流感可能加剧了患者原先的病情。但在中国内地，卫生部门通常只把

其死亡原因归因于心血管疾病，而不报告为流感死亡病例。 

　　2009年，原卫生部曾下发《关于做好甲型 H1N1流感死亡病例报告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甲型 H1N1流

感的死亡病例统计采用新口径，凡“甲流”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病例，在一个连续的治疗过程中死亡的（包括转院、转科，都

视为一个连续的治疗过程），无论有无基础性疾病，是否混合其他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均纳入“甲流”死亡病例

报告的范围。 

　　该《通知》被认为是和国际通用的统计口径接轨，但之后未见卫生部门将上述死亡病例统计的新口径，应用于甲型 H3N2

等其他流感类型。在 2016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统计表中，流感发病数近 30万例，死亡数仅为 56例。而香港卫生署的数据则显

示，香港 2016年夏季和冬季与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超过 250人。 

　　曾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的严家新，在 2009年《环球科学》杂志第 8期上，曾刊发文章称，从数据上看中国极少

有人死于流感，但美国专业杂志发布的数据表明，从 1979年至 2001年，美国平均每年有 4.41万人死于流感，让很多人产生

认识误区，认为中国人比欧美人对流感的免疫力更强，通常不会死于流感，但实际上流感病毒会严重影响原本患有其它疾病的

患者健康。 

　　李侗曾则表示，鉴别患者是由流感及其并发症引起的死亡，还是由原先基础性疾病引起的死亡，操作起来很难，因为病人

的情况通常很复杂，而统计“与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更有利于人们判别流感的流行形势，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为何流感死亡人数会超过 SARS 

　　至于香港流感死亡人数为何会超过 SARS？这与两种疾病的特性有关，且很难做简单比较。公开资料显示，SARS是由冠状

病毒 SARS-CoV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播能力极强，短时间内病例数会迅速上升，且病死率较高，属国家法定的甲类传

染病。在 2002年至 2003年 SARS大规模流行期间，香港共确认 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17%。 

　　与 SARS相比，此次引起香港和广东疫情的季节性流感-----主要为甲型 H3N2流感，少部分为甲型 H1N1流感和乙型流感，

虽同属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但在香港的病死率，近几年基本维持在 2%左右的水平，且死亡病例大多不是单独由流感及其并发症

引起的，而是因患者本身即患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目前流感属国家法定的丙类传染病。 

　　距离 SARS大规模流行已有十余年，但人类至今对 SARS的发病机制、治疗方法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很多 SARS患者会出

现呼吸困难在发病 2-3周后，经过治疗症状才会减轻，肺部炎症的恢复则更为缓慢，但也有些患者在发病第十天左右会迅速恶

化为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在世卫组织的介绍中，SARS被认为是 21世纪出现的“第一个严重和易于传播的新疾病”，“特别难

以诊断和治疗”。 

　　而季节性流感的历史则有上百年。一般而言，季节性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其比普通感冒传播能力更强，在发病机制上，

甲型 H3N2等季节性流感，只能由特定的流感病毒引起，患者一般会出现高热、咳嗽（通常是干咳）、头痛、肌肉和关节痛、

严重身体不适等症状，而普通感冒主要由细菌或其他病毒引起，以流鼻涕、嗓子疼等呼吸道症状为主。 

　　对于流感的治疗和预防，人类已经积攒了很多经验。大部分流感患者发病 3-7天后，经治疗其病情会好转，咳嗽症状和患

者的体力也会在 1-2周内恢复，少部分老人、6-59个月儿童、慢性病患者等体弱人群，患流感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较高，如肺

炎、神经系统损伤等。 

　　在香港今年夏季疫情中，据隶属于香港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统计，在 431例流感相关的重症病例中，近 80%为 65以上

老年人，304例死亡病例中，近 90%都为 65岁以上老年人，此外约有 80%的已知严重病例有慢性病。 

　　李侗曾对财新记者分析称，SARS对公众生命健康及社会经济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尽管人们向来认为年轻人免疫力较好，不

易受疾病侵扰，但在 SARS流行期间，很多年轻人也感染了疾病，并表现出严重的症状甚至死亡，各国政府都倾向于采取最严

格的防控措施遏制 SARS流行。 

　　季节性流感的危害则相对较小，大部分患者仅染流感不足以致命，短时间内即可恢复体力。 

　　李侗曾认为，如果用防控 SARS的严格策略去防治流感是不经济的，看起来香港的 SARS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比某些年

份的季节性流感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少，但实际上二者对社会的危害无法仅用绝对死亡人数或发病人数来衡量。 



　　流感病毒容易变异 

　　此外，流感病毒本身种类繁多、容易变异的特性，也使得季节性流感每年的患病人数较多。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人

类已知的流感病毒种类极多，大体可分为人流感、禽或动物流感，其中人流感有甲、乙、丙三个类型，禽或动物类型则分甲型

和丙型。 

　　一般人流感主要在人类中流行，引起人类患病，可在人与之人之间传播。禽或动物流感，除非发生明显变异，否则不会直

接感染人类，或在人类中引起疾病的传播和流行，但历史上几次流感疫情的大规模流行，都与禽或动物流感变异有关。 

　　比如，曾经引起关注的甲型 H5N1、甲型 H7N9流感均为禽流感亚型，人类感染的主要途径是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受

污染的环境。而 2009年曾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的甲型 H1N1流感，虽曾被认为是猪流感的亚型，但变异后已成为能在人

与人之间传播的流感类型。 

　　即便是人流感病毒，其中的甲型流感病毒也容易产生变异，而大部分流感疾病均由甲型流感病毒所致，其次是乙型流感病

毒，只不过乙型流感病毒通常比较稳定，而丙型病毒的传播范围相对较小。 

　　为防控流感，人类早在 60多年前就已经研发出了流感疫苗，目前大部分国家及地区都在使用能预防甲型 H3N2流感、甲

型 H1N1流感、乙型流感的三价疫苗，但流感病毒易变的特征，使得流感疫苗也具有季节性特征，每年人们都需要接种流感疫

苗。 

　　世卫组织每年也会和各地的国家流感中心合作，根据监测到的流感病毒流行趋势，判断接下来的流感高发季节，可能会流

行哪种流感病毒，从而每半年更新一次流感疫苗组合。当流行病毒和疫苗病毒一致时，疫苗的保护效力会更高，但如果流行病

毒的某些特征与疫苗病毒不同，疫苗的保护作用可能会被影响。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2015年 2月公布的一项关于 H3N2流感病毒的研究曾提到，流感疫苗在流感季中的有效性一般为

50%-70%，每年流感疫苗的有效性都会有变化。一名流行病学研究者则告诉财新记者，同样是甲型 H3N2流感，今年流行的毒

株和去年相比，可能就会有不同，但通常流感病毒的变异不一定会引起该病毒的毒性或传播能力变强。 

　　目前，接种疫苗仍然是世卫组织推荐的预防流感病毒，及其导致严重结果的最有效方法。世卫组织强调称，孕妇、儿童、

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尤其需要接种疫苗，尽管相比较儿童和成年人，流感疫苗对老年人可能没那么有效，但对老年人等高危人群

而言，流感疫苗可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病率和死亡风险。 

　　在中国北方地区，流感高发季节集中在冬季和春季，即每年 11月份到第二年的 3月份，因此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为 9

月份到 11月份，而南方地区的最佳接种时间为 10月份到 12月份。流感疫苗接种的 2-4周后，会开始起到保护作用，6-8个

月后保护力度则逐渐下降。  

　　财新记者姜博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香港流感已造成 307人死亡 人数超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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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去年入冬以来，我国 16个省份出现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今年 1月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已有 200多人发病，80

余人死亡。这也是 2013年首次发现 H7N9禽流感病毒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疫情。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H7N9病毒变异株已经出现耐药性，并呼吁民众不要接触活禽。 

  

虽然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传染病的阴影从未远离。2003年非典疫情殷鉴不远。14年前的那个春天，SARS不

仅横扫中国，也在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向来不是传染病滋生之地的加拿大肆虐。加拿大成为除中国以外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且病死率为全球最高之一。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李浩然医生近日撰文，重温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

传染病疫情防控系统。 

  

撰文 | 李浩然（多伦多大学） 

责编 | 叶水送 

  

● 　●　 ● 

  

“超级病人” 

  

2003年 2月 21日，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刘教授住进了该酒店九楼的 911号房。数天前，当他收

到侄儿婚礼的邀请函时，曾有过片刻犹豫。在临床一线工作多年，刚接触过几位肺炎患者，当时的他已经略感不适。但自行服

用了抗生素以后，早先的症状已经没有那么明显，这才随老伴一起敲定了香港行程。 

  

在刘教授夫妇入住后不久，来自多伦多士嘉堡的关老太太夫妇办理了退房手续，她此前也曾在九楼住了三天，可能在走廊上，

或者电梯间，和刘教授擦肩而过。23日，当关老太太登上赴加拿大的飞机时，她不知道，刘教授已经在一天前就诊于广华医院，



并因病情恶化而转入了重症监护室（ICU）。她更未曾想到，十天的香港之行，将是她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 

  

返回多伦多的第二天，关老太太就出现发烧、肌肉酸痛和咳嗽症状。在家人的陪同下，她去看了家庭医生，但病情未见好转。

十天以后，她在家中病逝。她的家人拒绝尸检，死亡证明上的死因写的是：心力衰竭。 

  

就在关老太太去世两天后，她 44岁的儿子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他去了士嘉堡的一家社区医院，在急诊室等候的 20个小时期间，

他的病床与其他病床只被窗帘所隔。次日，他很快出现了呼吸衰竭，主管医生在 ICU为他进行了插管、辅助通气治疗。此时医

生们对大洋彼岸迅速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仍一无所知，他们怀疑可能是结核。根据预防常规，他们对病人进行了隔离，通报了公

共卫生部门，并要求病人家属在家里自行隔离观察。他们不曾料到，病毒已经在关老太太的家人中间传播开来，情况进一步失

控。 

  

3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了首个全球警告，报告一种新型的传染病正在香港和越南蔓延。3月 13日，关老太太

的儿子去世，此前的结核检查结果为阴性。随着关家的亲戚相继发病，医生们才意识到，这神秘的疾病可能源自香港，但其究

竟通过何种途径传播，仍然不得而知。谨慎起见，病中的关家人被相继转到多伦多三家最大的医院：新宁医院、西奈山医院和

西区医院，这些医院均配备有负压隔离病房。 

  

情况并未由此变好，在士嘉堡的那家社区医院，当时同在急诊室的数人先后起病。其中一人在去世前，传染了他的妻子和另外

三名家庭成员，而病毒又从他的妻子传染给了七名前来探望的朋友、六名医护人员、两名病人、两名急救人员、一名消防队员

和一名护工。而另外一人，先后传染人数更多达 50人，并导致了约克中心医院的关停。 

  

当时在京华国际酒店的九楼，入住的客人还包括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三名新加坡游客和一位加拿大温哥华人。在随后的一周，

台湾、越南、新加坡、多伦多相继出现疫情。3月 15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发出全球警告，认为新加坡和加拿大的病例属于严

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 SARS，并同时发布了全球旅游警告。 

  

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温哥华人。在从香港返回温哥华后，他也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他的家里，除了妻子，没有别的亲戚。在

发病后，他直接去了温哥华总医院，传染科医生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隔离。他最终传染的人数为零。 



 

 

  

3月 25日，全加拿大共报告 19例 SARS，其中 18例在多伦多，1例在温哥华。而当天下午，又有 48例患者因为疑似 SARS收

治入院。这创下了这轮疫情以来的记录，多伦多地区的负压病房已经超负荷运转，多位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患病。25日当天，

安大略省政府将 SARS定为强制汇报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部门有权对患者进行隔离。3月 26日，安大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

急状态，指令数千人在家中隔离，一切救治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指挥，所有医院执行橙色代码（Code Orange），暂停一切非

必要医疗服务。 

  

SARS疫情余震未了 

  

2003年 4月 13日，星期日，多伦多新宁医院 SARS病区。 

  

张医生今天值班。出门前，他还告诉同为医生的太太，尽管执行了最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新加坡的一名医生也不幸感染 SARS



离世。 

  

张医生的病人是两名重病 SARS患者，在繁忙的白班结束后，他与同事进行了交接，回到了家中。家里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他已经同太太商量好，回家以后就自我隔离：大部分时间待在地下室，上楼吃饭时戴上口罩，自己单独使用一套餐具。 

  

三天以后的 4月 16日，他开始感觉到异样。不断上升的体温提醒自己，他可能被传染了 SARS。他知道这是一种新型病毒导致

的呼吸道传染病，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他飞速地在脑海里思考了一下他不在人世的可能：家里的财政状况、子女和家人。

当他想到他可能再没有机会看见自己的一双女儿长大成人时，心底忽地一颤。 

  

他打电话给同事：请假，安排自己的临床工作。同事告诉他，还没有医务人员在遵守严格消毒隔离制度下，感染上 SARS，让他

不要过于担心。 

  

次日，当体温升高到 39度时，他打电话给了传染科的值班医生，后者告诉他，第二天请到医院接受检查。在那一夜，他辗转反

侧：自己是否传染给了太太？如果太太生病，谁来照顾孩子们？她们会不会已经被传染？想到万一亲人们染病去世，即使自己

幸存，余生也将在痛苦中度过。 

  

第二天，张医生开车回了医院，在自己的车位停好车，径直去了急诊。急诊检查结果显示，血象基本正常，淋巴细胞计数偏低，

血糖略高，胸片疑似阴影，CT显示肺部浸润。他被收入住院，开始接受利巴韦林和泼尼松治疗。忍受着利巴韦林导致的恶心，

他的转氨酶也开始升高。更令人担忧的是，淋巴细胞持续下降，伴随血小板减少，还有乳酸脱氢酶的攀升，显示体内炎症反应

正在恶化。在甲强龙冲击治疗三天后，体温没有丝毫下降。 

  

4月 26日，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他强忍着气促，打电话给女儿们道晚安，因为他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太在电话那

头表现得很镇定，让他多了一丝勇气。 

  

当晚的值班医生韦伯斯特曾是他在医学院时的老师，也是资深的呼吸科专家。他认为此时的呼吸症状，可能是因为肺部严重的

纤维化。两位医生之间的谈话，丝毫没能缓解张医生的焦虑，他变得紧张和烦躁，甚至提出转院治疗的要求，希望能抓住哪怕

是最后一根稻草。新宁医院是加拿大最大的医院之一，转院治疗没有现实意义。 

  

在甲强龙冲击治疗三天以后，一般的指南都建议换用中低剂量泼尼松维持。韦伯斯特医生推测，大剂量激素使用以后的骤停，

可能是呼吸症状恶化的原因。当夜，他让护士又注射了 125mg的甲强龙。一小时后，张医生开始觉得症状缓解，沉沉睡去。当

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进病房时，他欣慰的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插管，而且感觉在好转。 

  

张医生在病房里面度过了自己 47岁的生日，他也得知自己当时照料过的两个病人，都相继不幸病逝。但自己活了过来，在入院

三周以后，他的体温恢复正常，血氧饱和度再次回到 99%。当得到出院医嘱，当自己步出病房，当同护士们招手道别，当回到

自己落满灰尘的汽车时，他感觉犹如重生。 

  

他后来才知道，在住院的三周，他的汽车，宛如一块告示牌，提醒着过往同事，自己在同病魔战斗。重新踏上油门，也同时载

满了同事们的挂念和祝福。 



　 

  

SARS疫情余震未了 

  

2003年 3月 28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从患者组织标本中分离出冠状病毒。 

  

4月 4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阶段性成果，全球 10家实验室认为 SARS病毒为冠状病毒。 

  

4月 14日，加拿大研究者率先公布了 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5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多伦多的旅游警告。 



 

  

至此，多数医院放松了 SARS期间严密的防护措施，N95口罩也不再被 ICU和急诊以外的科室常规使用。医生们不再被要求全

天戴上口罩，吃午餐时终于可以彼此说话了。 

  

但到了 5月 20日，多伦多一家康复医院的 5名患者出现发热，其中两名患者曾经入住过约克总医院的骨科。进一步调查发现，

该院有八名曾经诊断为肺炎的病人均为 SARS阳性。 

 

第二阶段的疫情可能起源于一位 96岁的老大爷，他于 3月 22日因骨盆骨折住入约克总医院。尽管他出现了类似肺炎的症状，



但他的症状似乎对抗生素治疗敏感，而且他并无确定的病原接触史。当时的医生认为，患者的发热、咳嗽可能由于吸入性肺炎

引起，而腹泻则是抗生素引起的艰难梭菌感染导致。当这位老大爷最终被确诊为 SARS时，病毒已感染了好几位病友、来探访的

朋友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 

  

随后的几周，约克总医院先后有 79位患者感染 SARS，医院不得不停止接受除 SARS外的其他病人。多伦多地区的其他医院，

也再次披挂上阵。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又一次将多伦多放在了疫情地图上。 

  

两轮 SARS疫情，加拿大共确诊 375例 SARS，45%为医护人员，死亡 44例，病死率高达 12%。仅多伦多地区就隔离了 25000

居民，旅游业损失 3亿 5千万加元，零售业下降 3亿 8千万加元。 

  

随后的独立调查表明，安大略省公共卫生系统在这场危机面前，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省事先没有重大疫情应急系统，在预

防院内感染、职业防护方面有多达 11处重要漏洞。公共卫生部门与医院之间欠缺沟通，导致存在的漏洞没有及时弥补。医疗人

员疲于奔命，研究者缺少国际参与和对话，当《柳叶刀》发表关于 SARS论文的时候，全部 22名作者来自于 6个不同国家和地

区，无一人来自加拿大。在第一轮疫情过后，过早地放松了警惕，导致了第二波疫情，严重影响了多伦多的国际声誉。 

  

反观温哥华，不仅在第一时间有效地隔离了首个疑似病人，其所在的研究机构 BC Cancer Agency还率先公布了 SARS全基因组

序列。温哥华机场每天有至少 2000人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还有更多人经此中转至北美其他地区。其公共卫生部门早在几年前

就有重大疫情预案，当 2003年 2月 20日香港重现一例 H5N1流感时，疾控部门即发出了网络预警，并且在随后的 24日、28

日和 3月 12日再次预警。尽管全世界还蒙在鼓里，当第一例疑似 SARS病人到达温哥华中心医院时，急诊科已经受过了防疫演

练，要求隔离所有疑似肺炎发热病人。病人入院后 15分钟之内，即启动了全套呼吸防护隔离措施，半小时之内被转入了急诊单

独病房，两个小时以后即进入了负压隔离病房。这一切，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第一个警告早了一周。当时京华国际酒店九楼

的感染游客中，唯有这名来自温哥华的游客没有造成二次传播。整个 SARS疫情期间，温哥华共确诊 5名 SARS患者，其中 4例

均为输入性病例，无一例扩散。 

  

2018年将是西非埃博拉爆发 4周年，SARS爆发 15周年，西班牙流感爆发 100周年。近一百年来，人类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就，但传染病的阴影从未远离。人们不禁要问，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下一个超级病毒来临时，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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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1月 20日 18:03 来源于 财新网 

目前 CEPI已经获得启动投资 4.6亿美元的投资，资金来自德国，日本，挪威，以及盖茨基金会和英国维康信托(Wellcome Trust)基金会；CEPI还

获得了几家在疫苗领域具有优势的制药公司的支持，包括葛兰素史克，默克，强生，辉瑞，赛诺菲和武田；几位嘉宾也呼吁其他政府和慈善组织加

入 

 

“全世界的人应该重视这些流行病，并且做好更充分的应对准备”，挪威首相 Erna Solberg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为了应对未

来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流行病，应提升研发相关疫苗的能力，使得疫苗能够更快地投入使用。图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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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见习记者 吴靖  记者 周泰来 特派记者 王力为）近些年不断爆发的全球性流行病使得人们对于防治流行病的

有效措施的诉求越来越高。“全世界的人应该重视这些流行病，并且做好更充分的应对准备”，挪威首相 Erna Solberg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流行病，应提升研发相关疫苗的能力，使得疫苗能够更快地投入使用。 

　　日内瓦时间 1月 19日下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一场主题为“与流行病做斗争的全球性倡议”的讨论，参与讨论的

嘉宾有几内亚总统 Alpha Conda、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会长 Jeremy  Farrar、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 Bill Gates、挪威首相

Erna Solberg和英国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 Andrew Witty。 

　　流行病的爆发常常让整个世界猝不及防。 

　　“回顾我这 12年的经历，大型流行病一直在爆发，从 SARS到尼帕病毒、禽流感、赛卡黄病毒，再到最近的埃博拉病毒”，

维康信托基金会会长 Jeremy Farrar认为，这些年世界在不断紧密连接和发展的同时也“极其脆弱”。 

　　“脆弱”不仅仅指的是流行病带来的死亡人数之多，经济损失之大，还包括没有控制流行病疫情的有效手段。 

　　“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是不是有适合 21世纪的流行病干预措施？当然我们有公共健康政策，我们有洗手液，我们有口罩，

但是在 19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些措施了。”Jeremy  Farrar说。 

　　以最近的一次病毒疫情——埃博拉为例，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的感染及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截至 2014

年 12月 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数据显示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肆虐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的感

染病例(包括疑似病例)达 19031人，其中死亡人数达到 7373人。 

　　而距离埃博拉疫情爆发近两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世卫组织于 2016年底才刚刚宣布研发了能有效预防埃博拉病毒的原型疫

苗 rVSV-ZEBOV。 

　　启动国际联盟 

　　发起这个防治流行病倡议的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CEPI（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

其于前一天（1月 18日）在达沃斯论坛上刚刚宣布正式启动。 

　　CEPI是一个国际联盟，旨在研发新的疫苗来应对新兴的感染性疾病，以为全世界提供一个针对流行病的保险。 

　　比尔盖茨表示，“埃博拉和寨卡表明，我们没有准备好及时发现局部的疫情爆发，并做出足够快的反应，以防止它们成为

全球大流行的疾病。当新的“未知”疾病出现时，快速开发和提供疫苗的能力给了我们最好的希望来赶超疫情爆发，拯救生命

和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CEPI将针对已知的传染病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当传染病爆发时，CEPI可以快速部署这些疫苗来控制疫情，使其无法成

为全球性的紧急卫生事件。 

　　CEPI还希望缩短开发新疫苗的时间，以防止突然出现的病毒成为公共健康威胁。 

　　目前 CEPI已经获得启动投资 4.6亿美元的投资，资金来自德国，日本，挪威，以及盖茨基金会和英国维康信托(Wellcome 

Trust)基金会。 

　　挪威正在准备在最初 5年内投资约 1.2亿美元。日本每年将投资约 2500万美元，相当于 5年内投资 1.25亿美元。德国已

宣布在 2017年初步投资约 1000万美元，并计划在 5年内提供额外资金。Wellcome和盖茨基金会将在 5年内各自投资 1亿

美元。 

　　这代表 CEPI已经募集了其前五年所需要的 10亿美元资金的一半。 

　　与此同时，CEPI还获得了几家在疫苗领域具有优势的制药公司的支持，包括葛兰素史克，默克，强生，辉瑞，赛诺菲和武

田。 

　　应对高风险流行病 

　　CEPI并不是研发所有的疫苗。 

　　“疫苗也不是万能的”，Jeremy  Farrar表示，未来 CEPI应该做的是研发这样一种疫苗，它是用来应对最重要、潜在的可

能爆发的流行病疫情。“我们将会改变我们为这些传染病制作疫苗的运行机制。” 

　　CEPI短期的目标是针对已知有可能造成严重流行病的MERS冠状病毒、拉沙热和尼帕病毒。具体做法是开发两种有希望的

疫苗候选物抵抗这些疾病中的每一种，因此当疫情爆发时，这些疫苗立即可投入用。 

　　CEPI将需要大量的额外投资，几位嘉宾也呼吁其他政府和慈善组织加入，帮助保护世界免受未来流行病的威胁。 

　　几内亚总统 Alpha Conda对此深有体会，“如果我们的疫苗能够研制成功的越快，我们的流行病就不会传播得那么广，我

们就能够及时对病情做出反应。” 



　　吁多方联手 

　　但是针对其他的一些小范围的疫情或者其他情况，几位嘉宾均表示，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合作去解决。 

　　防治流行病靠任何一方单独的力量都难以做下去。Alpha Conda举了一个例子，仅仅是靠国际上的 NGO帮助当地人来防

治流行病，并不能真正让这些信息和知识进行有效传递，“这些 NGO并不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和传统。” 

　　Alpha Conda表示，急需建立三方合作的医疗保障系统，特别是在非洲的医疗保障系统。 

　　如果只让公司或者 CEPI单独来做，Bill Gates 认为不会有长期效益。 

　　Bill Gates提出了他的担忧，“人们以为有了 CEPI就解决了流行病。但即使有了 CEPI，我们应对流行病仍然很不够。” 

　　Bill Gates认为还需要对用于治疗普通疾病的医疗系统进行投资，加强监测系统。此外，诊断工作也非常重要，“诊断确定

谁是感染的谁没有，能够指导隔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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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煜明和他的灵感 

2017年 01月 14日 13:38 来源于 财新网 

这个前沿领域，几乎完全是由卢煜明一个人开拓出来的，而他科研中的灵感常常来自毫不相干的地方 

 

►卢煜明。来源：香港中文大学官网 

　　撰文 | 黄永明 

　　●　●　● 

　　在婴儿出生之前，就查出他（她）可能存在的遗传缺陷，在今天是一件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事。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刊》（PNAS）的一篇文章称，以非侵入性方式确定单基因导致的疾病或对胎儿基因组进行分析，已经成为产前检查的“下

一个前沿”。 

　　这个前沿领域，几乎完全是由一个人开拓出来的，而他科研中的灵感常常来自毫不相干的地方。 

　　1997年，卢煜明和同事在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报道在孕妇的血浆里检测到胎

儿的 DNA。这篇文章到今天被引用已经超过了 22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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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在今天看来，他当年用了一种近乎“原始”的

方法来取得结果。 

　　一颗种子 

　　卢煜明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李嘉诚医学讲座教授，兼任医学院副院长及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 

　　卢煜明 1963年出生于香港九龙，妈妈是一名音乐老师，爸爸是一名精神科医师。他有一个弟弟叫 Eric。成长于同样的家庭

环境中，但兄弟俩的爱好截然不同。Eric喜欢弹钢琴，长大当了律师；而卢煜明从小喜欢看《国家地理》，对技术相关的事情

更有兴趣，比如计算机和摄影。 

　　小学时学习成绩优秀，通过激烈的竞争，卢煜明考入了香港著名的圣约瑟书院，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也就是在这

个时候，他在生物学课本上看到了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站在剑桥大学校园中

的照片。生物学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1980年代初，正是卢煜明该上大学的时候。当时 PCR技术刚刚被发明出来，它是一种通过大量复制 DNA序列来帮助生物学

家进行分析的技术。1983年，卢煜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基础医学，他在上学的第一年就接触到了这种新颖的技术，并迅速上手。

PCR技术为卢煜明打开了一扇通往崭新世界的大门。 

　　肯尼斯·弗莱明（Kenneth Fleming）教授在回忆起他当年的这名学生时，毫不吝啬赞美之词。他看到卢煜明是一个精力充

沛的人，而且是一个“问题解决者”，总是能透彻地思考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卢煜明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到牛津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在病理学家弗莱明的实验室里使用 PCR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令弗莱明印象深刻的是，卢煜明不但能够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而且乐于动手。“他有时间就用来工作”，弗莱明说，

“一流的头脑，加上卓越的操作能力，就是一个无法阻挡的组合。” 

　　作为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卢煜明需要在不同的科室实习。那段经历最终让他找到了自己科研的方向，但也让他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陷入了困境。 

　　走了八年死胡同 

　　羊膜穿刺术，是一项已经被写进遗传学教材的传统技术，它能够让医生在婴儿出生之前就确定孩子是否会患有遗传疾病，

比如诊断出染色体数量异常所带来的唐氏综合征。然而，这项技术是侵入性的，会增加流产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孕 16周的流

产风险是 2%到 3%，而实施羊膜穿刺会增加 0.5%的风险，也就是平均 200名接受产前诊断的孕妇会有一名因此流产。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避免这种风险？这是卢煜明在妇产科实习时思考的一个问题。他想到，也许可以使用 PCR技术来检测

那些进入母体循环的胎儿有核细胞，这样一来，不做羊膜穿刺便可获知胎儿的 DNA。他开始把这个问题当做博士阶段的课题来做。 

　　没有花费很大的工夫，卢煜明就在母体循环中找到了胎儿有核细胞。看来开局良好。然而，当时的卢煜明并不知道，他正

走进一条无法走通的死胡同。后面的八年里，他办法想尽，目标却始终遥不可及。 

　　“我试图找到来自循环胎儿有核细胞的遗传信号。”卢煜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对我说，“然而，由于这种胎儿细胞太稀少

了，我无法获得可靠和一贯的信号。”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他的巨大问题。 

　　“他阅读文献，跟人交谈，思考，然后得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弗莱明说，“在我的经验中，Dennis（卢煜明英文名）从

来没有表现出挫败感。” 

　　然而事情仍然并不顺利，这件事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尽管我没有达到使用循环胎儿细胞来进行临床应用的最终目标，这些早年的经历也是非常有用的。”卢煜明说，“因为

我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检测低浓度的目标。” 

　　在卢煜明的哲学里，研究者应着眼于解决眼前一个一个的小难题，所以即便是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可以看到自己

是在进步的。他仍然发表了很多研究结果，而所有这些小进展最终将带来一个大突破。 

　　泡面灵感 

　　香港回归前夕，许多不错的研究职位在香港空缺了出来。卢煜明在此时谋划着回到自己的家乡。 

　　与此同时，《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报道在癌症患者的

血浆中检测到了肿瘤的 DNA。这让卢煜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肿瘤在癌症患者体内生长，与胎儿在母体内生长，是多少有点

相似性的；既然可以在癌症患者的血浆中找到肿瘤的 DNA，那么在孕妇的血浆中找到胎儿的 DNA也应是情理之中！ 

　　与之前思路的不同，现在要找的是那些游离在细胞之外的胎儿 DNA，而不是胎儿的细胞。他和同事詹姆斯·温斯考特（James 

Wainscoat）开始从这个方向着手。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微量的胎儿 DNA从母体血浆中提取出来。 



　　这个时候，泡面为卢煜明带来了灵感。 

　　“在我第一次操作检测游离的胎儿 DNA时，我把血浆煮了煮，然后取用很少量的‘汤’来做 PCR。这跟我煮泡面的过程是相

似的。”卢煜明说。 

　　当然，他并不是真的用火去煮。那个时候，DNA提取的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卢煜明的做法是，先把血浆或血清加热，使蛋白

灭活，因为这些蛋白如果有活性的话可能会降解 DNA或者影响 PCR的活性。接下来，最高速度离心，把变性的蛋白沉淀下来。

最后，直接吸取上清，用里面的 DNA做 PCR。卢煜明用自创的“土方法”完成了提取过程，而今天的方法一般是酚氯仿法或者 DNA

亲和柱子。 

　　“当我在母体血浆中检测到游离的胎儿 DNA时，我已经使用胎儿细胞在非侵入性产检领域工作了八年，所以我非常了解这

个领域的文献。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游离的胎儿 DNA是此前从未被提及过的，”卢煜明向我回忆说，“所以真的是非常激动！” 

　　卢煜明很快把他的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柳叶刀》上：母体血浆和血清中存在胎儿 DNA。许多科学家最初看到这篇文章时都

感到惊讶。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时之间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项发现的应用前景有多么广阔——许多人仅仅想到这可以用这个技术来

确定胎儿的性别。 

　　建立广泛的连接 

　　在香港，卢煜明沿着自己新发现的方向继续探索。其间只有在非典（SARS）爆发之时，他短暂投入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的研

究之中。他的研究组成为世界上最早对 SARS冠状病毒进行测序的团队之一。很快，他又回到了胎儿 DNA的研究。 

　　2009年的一天，卢煜明跟太太 Alice去 IMAX 3D影院观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那个时候，他正在思考如何使用母体

血液对整个胎儿基因组进行测序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他有一段时间了。当银幕上一个巨大的“H”（哈利波特的 logo）飞向卢

煜明的时候，它在卢煜明的脑海中幻化成了同源染色体。他思考良久的问题突然有了答案。 

　　在很早的时候，弗莱明就看出了卢煜明的这个特质：“（他）能够把非常宽泛的话题连接起来，而这些连接在别人是看不

到的。” 

　　唐氏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它是因染色体异常而引起的。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其 21号染色体包含

了三条染色体，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对。这给他们的发育和健康带来许许多多的严重问题。 

　　在今天典型的临床操作中，大约在孕 10周之时，孕妇会进行一系列的产前检查。医生需要根据孕妇的年龄、超声波结果，

乃至对血液中特定激素和蛋白的检测，来综合判断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可能性。如果一名妇女被认为具有高风险，那么可能

会继续进行血浆 DNA检测，以获得更加确切的结果——这就是卢煜明所发展出的技术在今天的一种应用。 

　　另一种疾病，名字听起来可能陌生一点——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患有这种疾病的胎儿会制造过量的男性性激

素。因此，如果是女孩患有这种疾病，她出生后将会带有男性生殖器。但这种情况如果发现得足够早，是有可能被逆转的。 

　　血浆 DNA检测最早可以在孕 7周的时候就发现 CAH，而只要在孕 9周之前，就仍有机会通过给母体施用甾类激素的方法，来

避免胎儿产生过量的男性性激素。 

　　卢煜明的血浆 DNA检测方法 2011年起开始用于检测唐氏综合征和其他染色体异常。这项检测在今天已经可以在超过 90个

国家获得，有超过百万妇女从中受益。 

　　科学旅途中的旅人 

　　多年以来，卢煜明从太太 Alice那里获得了很多支持。他们俩是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识的。Alice同样来自香港，

研究的是半导体物理。 

　　“我们（的实验室）遇到过挫败……每当卢教授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跟太太 Alice谈，也会跟研究团队谈。”卢煜明现

在的同事、香港中文大学病理化学教授赵慧君对我说。 

　　在赵慧君看来，卢煜明既说不上是一名乐观者，也说不上是一名悲观者。“他喜欢真相和客观，”赵慧君说，“他喜欢‘黑

与白’。” 

　　“在科学上，我们基于已有的证据来提出假说。这就像是一种受过良好训练的猜测。”她继续说，“当我们得到一个新颖

想法的时候，卢教授会很激动，而当假说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他会更加激动。我们在收集信息的时候，我们只是客观地阐述

证据。我们不能持乐观态度，期望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简单来说，我认为他是个务实和客观的人。”赵慧君说。 

　　现在，卢煜明的实验室有一半的精力用于研究产前检测，另外一半则用在癌症检测上。后者的思路与产前检测是相似的：

癌细胞死亡时会向血液中释放 DNA，而卢煜明想要通过找到这些 DNA来实现癌症的早期检测。这件事的原理听上去简单，但操作



起来，由于癌细胞释放出来的 DNA是微量的，并且它们混杂在大量的健康 DNA之中，要将它们分离出来，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

情。 

　　“我认为值得解决的问题通常都是困难的，不然的话，很多问题早就已经被解决了。”卢煜明这样说。 

　　他这种做癌症早期检测的路径被称为“液体活检”。“最终，我希望通过验血，利用循环 DNA来筛查多种类型的癌症。”

他说。 

　　2016年，汤森路透将在科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引文桂冠奖”授予了卢煜明，他由此也被广泛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热门人

物。 

　　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卢煜明都是一名旅行者。闲暇之际，他会向同事推荐他去过的那些美好的目的地，比如坎昆

和冰岛。 

　　“我就像是一个科学旅途中的旅人，去一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看到‘某些风景’的那个人。”卢煜

明曾经这样说。“成为第二名，就意味着成为失败者中的第一名。”他总是想成为第一个看见的那个人。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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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 蔡医生喊大家打流感疫苗 

2016年 10月 18日 21:00 分类：未分类 阅读：2094 评论：

0 

又一年的秋天来到了，现在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大好时机。蔡医生喊大家赶快接种流感疫苗！ 

有人担心打流感疫苗没效。 

荷兰一项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有效性研究显示，接种了流感疫苗的老年人当年患流感的比率比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对

照组减少了至少一半[1]。 

英国的一项研究中对 2万 4千多 7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观察，发现未接种过流感疫苗的老年因流感死亡的

风险明显高于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如下图所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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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项婴幼儿流感疫苗接种的研究结果显示，流感疫苗对 6月龄到 3岁的儿童的保护效果达到

73.2%，对 3-5岁儿童的保护效果达到 52.9%[3]。 

大家再看看下面这张图。这是 2009年新型 H1N1甲流全球大流行时的情况。大家看看，2009年 9月北京科兴的甲型

H1N1新流感疫苗获批后，通过全国广泛接种，3个月后就有效地遏制住流感在我国的流行，流感发病人数明显减少。 

 

这些数据都说明，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发生。但是，大家也不要误认为打过流感疫苗就不会再得流感了。 

流感病毒的变异率很高，尽管流感疫苗根据每年流行株的变化不断更新，但有时还会有一些变异株流行。我们接种的流

感疫苗不可能覆盖所有流感病毒。所以，接种流感疫苗后仍有少数人还可能患流感。另外，流感的症状没有特异性，一些可以

引起感冒的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腺病毒等)也可以引起流感样症状，被误认为得了流感。因此，大家不要以为打过流感疫苗

还可能得流感就说明流感疫苗无效。 



流感的流行季节在冬春季，秋天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机。蔡医生喊大家不要错过时机，老年人、婴幼儿、医务人员、

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在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的地方工作的人员，都应该积极接种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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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能“为利用而保护”  

2016年 01月 08日 10:31 来源于 财新网 

从现有修订草案来看，无论是基本理念，还是保护措施以及违法处罚等，未能满足近年来不断高涨的动物保护要求 

相关报道 

习近平考察津巴布韦野生动物救助基地 

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能是野生动物利用法 

野生动物贸易：非法产业的合法化 

野生动物是否资源惹质疑 根本法迎大修 

【旁观日记】社交媒体助长中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印红：中国不是最大野生动物消费国 

中美合作保护野生动物 

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猎捕濒危野生动物案 

　　【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目前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 12月 26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议。自 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施行，至今已有 26年。期间，

2004年有过一次小幅修改。 

　　对于此次修法，法学界以及动物保护人士寄予较多期待。只不过，从现有修订草案来看，无论是基本理念，还是保护措施

以及违法处罚等，未能满足近年来不断高涨的动物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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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孙江就建议在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商业化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群限制条款，增加虐待驯养繁殖

野生动物法律处罚条款，使《野生动物保护法》成为涉及野生动物的防止虐待法。 

　　中国疾控中心刘晓宇博士则警告，野生动物是自然界病原体的巨大储藏库，历史上众多重大疫病均来自于野生动物。而且，

野生动物源性疫病一旦发生不仅不易控制而且后果严重。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应该严格禁止猎杀猎食野生动物，防范野生动物

源性疫病。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哲学教授田松认为应该从生态文明的高度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利用而保护”实则代表了少数

群体的利益，将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蜕变为少数利益群体的保护法，这是莫大的讽刺。 

　　于凤琴北京绿野方舟负责人于凤琴呼吁，法律不能给狩猎“开口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位学者从不同方面为修法提供了具有一定建设性的意见。 

　　孙江：《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限制商业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将现行法律由四十二条增加到六十条，禁止网络平台违法销售野生动物，将野生动物保

护经费首次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完善了售购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所对应的刑责，首次提出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并且明确

了每 5年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一次评估等具体措施。相信随着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不断提高，滥食滥用野

生动物的现象会有所遏制。 

　　然而，《修订草案》在野生动物商业驯养繁殖利用规制方面，我认为修订案没有做出充分的考量。 

　　建议在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商业化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群限制条款。 

　　1、国际公约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如虎和犀牛等，应禁止任何为了经济和医药目而进行的商业化

养殖利用。 

　　2、对于驯养繁殖国家二类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限制和否定。立法取消国家对商业繁殖的支持，

转而支持以维持该物种野外生存为目的的少量和有序的驯养和繁殖。 

　　建议增加虐待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法律处罚条款。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在中国受到虐待的现象非常普遍，云南某动物园做表演的老年大象，一身伤痕累累，是个极端的虐待动

物的事例，对年轻游客起非常负面的教化作用。桂林某野生动物商业驯养和繁殖场进行的老虎表演，经常出现驯兽师当着游客

的面残酷打骂表演动物的行径。陕西和吉林两地野生动物园虐待供照相用的老虎的劣行，也曾引起国内外的强烈抗议。2011年

11头东北虎饿死在辽宁某野生动物园的惨剧，震惊了全世界。 

　　修订案第 55条针对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提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从该条法律规定看，修订案并未对虐待、致死动物的责

任人做出具体法律惩处规定。而且虐待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行为人，不仅仅是驯养和繁殖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社会上所有能

够接触到野生动物的人。修订案里没有针对虐待行为的具体条款和刑事处罚措施，这对驯养野生动物的保护是不利的。因此，

建议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要规定虐待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都是违法行为。 

　　新《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成为涉及野生动物的防止虐待法，构成对野外和驯养的野生动物的虐待行为，要受到相应的惩

处。 

　　另外，关于对驯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死亡后的处理行为的问题，从修订案看没有对利用死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

作、制造其制品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这样对于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作制品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禁止和处罚，对于这

种行为的存在势必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产生不利，因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会使很多珍贵、频危野生动物面临生存

危机。如果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没有关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死亡后的处理规定，使得很多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

死亡后，驯养者和管理者将其某些具有经济价值的部位制成野生动物制品，用于送礼、打点上级和私自高价卖出。这有可能鼓

励手中掌握有野生动物的个人或单位故意制造动物的非正常死亡。所以，有必要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要求国家重点野

生保护动物养殖单位对死去的动物出示死亡原因的兽医报告、并对动物死亡后的处理做具体规定，严格禁止对没有药用和科学

研究意义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的制作行为。有药用和科学研究意义的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制品的制作行为需经国家

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获得许可证之后方可实施。 

　　刘晓宇：禁止猎食野生动物防范疫病迫在眉睫 

　　我国滥杀滥食野生动物严重，造成野生动物物种下降，也导致卫生防疫等问题。相关法律修订应严格禁止猎食野生动物，

防范野生动物源性疫病。 



　　野生动物是自然界病原体的巨大储藏库。历史上众多重大疫病均来自于野生动物。2014年 2月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据世

界卫生组织（WHO）公布截止 2015年底已造成一万多人死亡。而造成此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灾难的病原体被证实就来自野生蝙

蝠。医学界公认，埃博拉病毒最初只在蝙蝠群体内部传播，由于蝙蝠接触过的植物果食或其尸体被猩猩、猴子、羚羊等食用，

病毒从蝙蝠传播到其他野生动物。但导致埃博拉病毒最终传播到人群，还是因为非洲一些地区有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当地人

通过食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野生动物而被感染。 

　　肆虐的瘟疫使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埃博拉的爆发再次敲响警钟，动物疫病对人类的威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人

类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随意捕杀、吃食野生动物都增加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接触，促进了疾病的传播。我们必须认识到捕杀

和吃食野生动物是极其危险的行为。野生动物源性疫病由于其传播和致病特点一旦发生不仅会威胁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还

会迅速发展为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故立法规定严禁捕杀、食用野生动物迫在眉睫。 

　　除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埃博拉病毒之外，WHO列出近 200种可直接或间接由动物传播给人的传染病。目前，鼠疫、

流感和狂犬病等传统的野生动物源性疫病对人类的威胁持续存在，埃博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西尼罗热和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等新发的野生动物源性疫病又不断出现。 

　　例举其中几种就足以让人认识到吃食野生动物的危险：野生鸟类携带多种病原，其中就包括禽流感病毒。目前已从野生鸟

类中分离到高致病性 H5N1型禽流感病毒。该病毒已持续在人间爆发，致死率极高。WHO多次强调只要禽流感还在禽中爆发，

人类就有被传染的危险。而在我国，每年有大量的野生鸟类被非法捕杀，作为野味被食客食用。这种传播途径如果不尽力切断，

爆发禽流感疫情的威胁将持续存在；十年前肆虐我国的 SARS最终证实是由新型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而感染人类的。第一例

SARS病例就是因接触野生动物而被感染。由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人们对其来源、传播途径以及治疗和预防一无所知，给社会

造成了巨大恐慌；人们普遍认为狂犬病都是由犬和猫传播，但事实上野生浣熊、狐狸、狼和蝙蝠等都是狂犬病的自然宿主和感

染源。2002年，安徽发生 1例被果子狸感染狂犬病的病例。2004年，浙江发生 7例被鼬獾感染狂犬病的病例。野生动物传播

疾病毋庸置疑。 

　　野生动物源性疫病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从源头切断病原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的传播链。野生动物源性疫病一旦发生不仅不易

控制而且后果严重，只有严格禁止捕杀、使用野生动物才是防范野生动物源性疫病最有效的措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应该严

格禁止猎杀猎食野生动物，防范野生动物源性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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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 MERS已有 5种变体 疫苗效果良好  

2015年 12月 19日 17:17 来源于 财新网 

MERS在沙特单峰骆驼中高度流行，已发展出 5种变体。科学家研发中的疫苗抗病毒能力显著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解剖MERS威胁 

【全球新闻速览】韩国MERS疫情基本结束 

三星电子副会长就MERS疫情扩散公开道歉 

惠州耗资 800万投入MERS防控战 

广东 75名MERS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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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暂无MERS确诊个案 

　　【财新网】（实习记者 吕光一）上一波MERS疫情制造的恐慌或已暂时过去，但科学家对于这种高传染、高死亡率的传染

病的关注并未停止。 

　　2015年 12月 17日，《科学》杂志刊载了两项关于MERS病毒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一项研究发现，MERS病毒已经形

成 5种变种病毒；另一项研究则报告了对抗MERS的疫苗研究进展。通过测试评估，目前，MERS-CoV疫苗抗MERS病毒的

能力显著。 

　　MERS病毒又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最早于 2012年 9月在沙特被发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 26个

国家 1300多人感染，500多人死亡，死亡率大约为 38%。超过七成半的病人出现在沙特。2015年初夏，MERS在韩国爆发，

韩国是继沙特之后累计报告患者最多的国家。 

　　由于其高传染性与高死亡率，MERS 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议程的重要事项。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预防传染病研

发行动蓝图”计划中，MERS又名列“将来最有可能爆发的 8种致命性疾病之一”。 

　　MERS是一种人畜共患病，能在人和动物间传播。这种病毒起源于蝙蝠，然后通过骆驼等中间体动物传播到了人类身上。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骆驼在这种新型病原体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科学》杂志上刊载的这两项研究都是以受感染的骆驼为研究对象。其中的一项研究是由香港大学教授管轶领导的团队完

成的。通过 2014-2015年间在沙特中西部地区的调查，他们发现冠状病毒在当地的单峰驼种高度流行。并且沙特单峰驼呼吸道

中 MERS冠状病毒全年平均带毒率高达 12%，冬季这一比例还会明显升高 21%－23%。 

　　这一数据说明，MERS冠状病毒目前已经在沙特的单峰驼中形成地方性流行。通过进一步的系统进化分析发现，目前中东

的MERS冠状病毒已经分化成五组变种病毒，其中导致最近韩国、中东爆发的第五组病毒是由第三组和第四组病毒重组变种而

成的。今年初韩国出现的病例，和 3月份利雅得骆驼中检测到的病毒高度相似，说明该病毒很可能直接来自中东的骆驼。 

　　除了MERS冠状病毒之外，在沙特骆驼中还同时流行的还有另外两种冠状病毒，其中一种和人类 229E冠状病毒具有密切

的亲缘关系。229E病毒是引起人类普通感冒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在沙特的单峰驼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MERS带毒骆驼也同时

感染另外一到两种其他冠状病毒。多种冠状病毒同时感染同一骆驼的现象非常普遍。 

　　同期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则介绍了MERS-CoV疫苗的研发。Bart Haagmans等人对一种在阿拉伯骆驼中表达MERS-CoV

突起蛋白的疫苗功效进行了测试。在给感染MERS-CoV 病毒的骆驼注射疫苗三周之后，通过对比发现，接种了MERS-CoV疫

苗的骆驼只出现了轻微的临床症状，且它们体内的病毒浓度显著降低。这显示了MERS-CoV疫苗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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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老年人打不打(1)？ 

2015年 10月 22日 20:54 分类：未分类 阅读：6843 评论：

1 

最近，北京市开始全面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对 60岁以上户籍居民和在校中小学生及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实施流感疫苗免费接种。但是，

还有许多老年人对接种流感疫苗存在误区。 

有人把流感和感冒混为一谈，认为不算什么大病，挺几天就好了，用不着打疫苗吗。 

流感和普通感冒是不一样的。普通感冒是由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毒引起，传染性较低，不会引起大流行。

得了普通感冒后的症状也较轻，可以发烧，也可以不发烧，呼吸道症状明显，常以鼻咽部发干，打喷嚏开始，然后出现流涕、鼻塞等症状。由于普

通感冒可由多种病毒引起，因此，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反复患普通感冒。而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主要见于冬春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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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骤、传播快、发病率高，常引起爆发或流行。人得了流感后常常是突然寒战高热，伴有全身不适，肌肉酸痛，关节痛，而打喷嚏、流鼻涕等呼吸

道症状轻微或不明显。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人可以获得一定的免疫力，不会在 1年内再次被同样的流感病毒感染。流感的病情较重，严重者可并发

肺炎和其他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 

老年人抵抗力低下，更容易被流感病毒感染。老年人患流感后容易并发肺炎或中毒性休克，病情往往较严重；老年人的基础疾病较多，常有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疾病，患流感后常常导致原有疾病加重[1]。2009年 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住院流感患者中老年人的病

死率最高[2]。因此，预防流感，老年人是关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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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现两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  

2015年 07月 28日 09:23 来源于 财新网 

英国曼彻斯特皇家医院 27日证实收治了两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并为此在当天短暂关闭了医院的急诊室 

相关报道 

韩最后一名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患者被解除隔离 

阿联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痊愈出院 

　　据新华社 7月 27日消息，英国曼彻斯特皇家医院 27日证实收治了两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并为此在当天短暂关闭

了医院的急诊室。 

　　皇家医院的发言人说，这两名病患都已被隔离治疗，并且接受了相关检测，最终结果目前还没有出来。其中一名病人已被

转移到当地另一所医院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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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发言人说，医院的急诊室已在当天晚些时候重新开放使用，这次事件不会给公众健康带来“重大风险”。 

　　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和气短等。该病毒 2012年首次

在沙特阿拉伯得到确认。（新华社记者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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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疫情暂落，仍有四大“后遗症” 

2015年 07月 27日 17:44 分类：天下 阅读：4464 评论：0 

MERS疫情如同一个平时遮蔽的窗口突然被打开，暴露出中国乃至全球仍旧存在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的种种不足。这是 MERS留给我们待解的“后

遗症”。 

《赛先生》潘颖 

6月下旬以来，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在韩国的疫情得到了显著控制。自 7月 5日以来，韩国已连续 2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按世界卫生

组织（WHO）建议，有望于 8月 15日宣布疫情结束。中国的首例输入性韩国籍 MERS患者也早已治愈出院。 

但 MERS风险并未远去，它几年来一直幽灵般游荡在中东，而中国和中东国家往来密切，仍旧存在很大的输入性风险。 

就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而言，韩国的 MERS疫情如同一个平时遮蔽的窗口突然被打开，暴露出中国乃至全球都仍旧存在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的种

种不足：第一是应急体系；第二是医院感染防控；第三是传染病的国际合作；第四是疫苗和药物研发的障碍。 

发达国家防控能力未必强 

MERS病毒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广泛存在于中东地区的单峰骆驼身上，但最初宿主是何种动物至今仍不清楚。它最早传染给人是在 2012年 3

月的约旦，但直到当年 9月才从一个沙特病人身上确认这种新型病毒。后来，沙特成为全球 MERS病例最多的国家。从 2012年发现至今，沙特共

报告了 1031例感染病例，其中 453例死亡，病死率高达 43%。在今年 5月一名韩国男子从中东将病毒带入韩国后，韩国感染人数在短时期内迅猛

增加，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疫区。迄今为止，韩国共报告 MERS感染者 186人，死亡 36人，病死率 19.6%，累计隔离人数 1万 6千余人。MERS

虽未像北京 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那样在社区内广泛传播，而是院内感染为主，但也一度造成恐慌。原因之一是，病毒的实际感染人数

一次次突破WHO和各国专家的预言。 

起初专家们认定，虽然 MERS和 SARS同属冠状病毒（表面有皇冠状突起物），二者是“表亲”关系，但根据 MERS在沙特及欧洲传播的经验看，

它没有持续的人传人能力，每名患者最多只会传染给 0.6~0.8个人，因此不会出现大量二次感染者。但 6月中上旬，不要说二代感染者，就连三代

病例都迅猛上升，数量不但超过二代感染者，还出现 5个四代病例。不仅如此，韩国卫生部门曾一度认定，MERS的传播需要“与患者在 2米内接触

1小时以上才有可能被传染”，但韩国第 5例被传染者是位医生，他对传染患者仅进行了 5分钟的诊疗。 

有统计称，韩国的首例病人一人传染了 37人；第 14例病人更是一人传染了 70多人。终于，韩国官方放弃了一度坚持的 MERS传播条件为“密

切接触”的说法，改为“不局限于密切接触者”。如果说有什么让人庆幸的，那就是即便疫情发展远远超出预期，但基本都是院内感染造成的。 

韩国首例感染者发病于 5月 11日，随后辗转 4家医院看病，9天后被确诊，其间已接触了很多人。确诊一周后，韩国的防控措施姗姗来迟。

又过了 11天，收治医院名单才被公布出来。 

由于人感染 MERS后的症状并不典型，从腹泻、发热、咳嗽、肺部感染到肾衰各种表现都有，因此如果医生没有询问流行病学史的意识和相关

的知识储备，医院很难通过就诊病人症状和化验结果诊断出 MERS。各界普遍认为，韩国疫情的扩散与其前十几天的防控管理缺失有直接关系，最

终造成第一例感染者成为“超级传播者”。 

此外，韩国人有在不同医院反复求诊，甚至在同一家医院里看不同医生的“购物式就医”（doctor shopping）习惯，而病人家属喜欢集体看望、

亲自陪护，加上大医院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大大增加了普通人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机会。 

一般人们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传染病防控意识越高。但实际上并不见得如此。去年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刚传入美国时，有两名照顾

埃博拉病人的护士由于没有采取严格措施导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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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医学院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教授张林琦说，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教训，某种程度上，经济发达国家更容易对重大传染病掉以轻心。韩国

的情况其实并不太让人惊讶。 

尽管 MERS病毒出现已经 3年，但韩国政府至今使用的 MERS防控方案还是美国的。这种非本土化的操作指南非常不利于医护人员将防控工作

落实到位。 

在 MERS病毒的“大本营”沙特，其 2014年人均 GDP超过 2.4万美元，全球排名第 31，位列韩国之前。但WHO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2013

年的医疗卫生投入仅占 GDP的 3.2%，每一万人口拥有医生数量和每一万人床位数都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如此看来，沙特的 MERS病死率远超韩

国似乎不足为奇。 

中国防控体系有短板 

而中国由于有 2003年 SARS肆虐京城的惨痛教训，随后中国政府建立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四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这套传染病防控体系

的效率之高在中国首例输入性 MERS病例身上得到了体现。5月 26日，这名已身感不适的韩国男子取道香港进入广东惠州市，27日晚十点多，中

国从WHO得知此事，四个多小时后的 28日凌晨两点多，广东卫生部门就查到该男子所住宾馆并连夜将人带离送入医院隔离，29日确诊。一周后，

与该男子有过密切接触的 78人全部找到。 

相比韩国的疏于防范，对重大传染病进行提前布控是中国卫生疾控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尽管直到今年 5月之前，全国无一例 MERS出现，但

国家卫计委自 2013年起陆续发布了 2版防控方案和 3版诊疗方案。每出一版诊疗方案，各医院都要全员培训，不限于感染科医生。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仍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同样存在韩国暴露出的医院感染预防控制问题。 

专门进行传染病研究与治疗的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蒋荣猛说，不管是 MERS还是其他传染病，做到“标准预防”是极为重要的，但中国很多医

疗机构都没有认真落实国家对“标准预防”的行业标准。 

所谓“标准预防”是医院感染控制中最基本的措施，其核心意义是在日常诊疗活动中，要将任何一个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都视

为具有潜在传染性的对象来进行隔离管理。在具体标准预防措施中，手卫生是预防病原体传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但是，病人越多、医务人员越忙，

手卫生落实得往往越差。 

蒋荣猛说：“我们去医院看病，哪也不坐、哪也不摸，有时候被人嘲笑说我们 ‘有病’，但医院内到底干不干净？（这方面）牙科最有代表性。” 

在中国正规医院的牙科诊室，每个病人都有一套专用的一次性消毒器具，医生每接待一名病人，就换一次手套，还有护士从旁协助，看起来都

没问题。但交叉感染往往就发生在医生的手上，因为给病人看诊时，医生会戴着手套去按座椅的升降按钮，去碰水龙头开关，去摸鼠标操作电脑，

不会每个细小的动作都消毒。而看牙很少有人不出血，万一一个病人血液里携带某种病毒，它就有可能通过医生碰过的东西传染给下一个病人。 

“MERS病毒在韩国医院内的一大传染源就是门把手。”蒋荣猛说，“很多人认为，只要医护人员戴上口罩、手套，穿上防护服就行了。但穿戴这

些东西不仅是要保护自己，同时也要保护病人，我们往往忽略了保护病人。” 

蒋荣猛曾在 2003年率先参与救治 SARS病人。他透露，当时北京的一家医院有几乎最好的防护条件，既有感染科医生彼时普遍不知为何物的 N95

医学防护口罩，也有专业防护服，但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医院感染事件。 

当时，这家医院收治了一名疑似 SARS病例，医院专门为其辟了一个隔离区来诊治，所有派去的医务人员都穿好了防护服等，但最后全部被感

染。其中，病理科有几位医生根本不曾去过病房，不曾见过病人，只在一个较远的共用走廊上走过，竟然也被感染。原因就是医护人员应当按严格

的程序来摘脱口罩、手套和防护服，脱完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区域。而他们没有这么做，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到处走，污染了整个环境。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检验标准预防的最好试金石。”蒋荣猛说，只要能做好标准预防，即便有一天 SARS卷土重来，也能控制住。因为只要触

发应急响应的扳机，中国的疾控反应体系在速度和效率方面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触发应急的扳机？ 

这正是韩国疫情的另一大教训：医院在接诊时没有询问流行病学史的意识，导致首例感染者 9天后才得到正确诊断。“这次是由WHO通报给我

们的，我们还算幸运。如果那个韩国人去诊所或医院看病，我们能做到早期发现吗？如果能发现，我们又能在标准预防上做到滴水不漏吗？就怕 MERS

一结束，人们很快就忘了这两点。”蒋荣猛说。 

不过，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的应急防控体系虽然高效，但“高效地过了头”，太过讲究严密，生怕出现一个漏网病例，以

至于不惜代价地动用行政命令去控制。比如说，此番中国政府为了救治韩国病人，不仅花费 80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在其没有收治 ICU（重症监护

病房）指征的情况下就送入 ICU监护，房间里有医务人员随时照看，而把原先 ICU病人转走。但实际上，该名患者只要待在有良好通风条件的普通

单人病房隔离就够了，这才是科学合理的应对方式。 



MERS的未解之谜 

MERS在韩国医院内的大肆传播引发全球关注，各地纷纷制订或修改 MERS医院感染防控指南，其中个人防护是预防医务人员感染的重要环节。

但在美国和香港的指南中，都标明医护人员应当施行“标准、接触、空气传播防护措施”。而中国大陆 2015年版的防控方案称“应当遵循标准预防和

额外预防（飞沫预防+接触预防）相结合的原则”，似乎排除了“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空气传播的效率要远远大于飞沫和接触传播，很容易引发公众恐慌。而 MERS病毒到底能否通过空气传播，科学上目前并无定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地说“MERS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而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家钟南山

认为“没有证据说明 MERS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目前后一种看法似乎代表了多数专家的意见。 

对韩国曾报告的多个短时间接触和非直接接触传播的病例，张林琦认为，这说明 MERS病毒的传播方式绝对不像之前想像得那么简单，它预示

着一种可以通过非接触或者非紧密接触传播的可能性。但到底是不是空气传播，“还确定不了”。 

张林琦说，判断的基本依据是流行病学，而现在没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没有看到具体的实验，因此说 MERS能通过空气传播还缺乏足够

多的证据。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美国和香港之所以采用空气传播防护等级，是因为在认知局限下采用更高等级的防护更让人放心。同时，何种距离以上的

传播才能定义为“空气传播”也有不同的标准。 

对 MERS的传播力不如 SARS的原因，有观点称，MERS病毒尚不具备有效结合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的能力，因此局限于下呼吸道传染。但张

林琦认为，这种说法的根据并不充分。因为 MERS受体（注：受体是能与细胞外专一信号分子结合进而激活细胞功能的蛋白质）在整个呼吸道中的

分布情况并不足够清楚，其在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中的结合能力是否有分别，也都尚无科学定论。 

从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角度而言，科学家最担心病毒的变异问题，因为一旦发生实质性的变异，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就要重来一遍。但好在属于

冠状病毒的 MERS病毒比起艾滋病病毒、流感病毒、丙肝病毒等，其变异速度可谓非常之慢。“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排除病毒基因在某些个别点位变

异后，使病毒的生物活性和功能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可能性，最终使它的传播效率和毒力发生改变，所以必须持续观察。”张林琦说。 

另一谜团是致死率问题。据公开统计，截至 2015年 7月 3日，全球共 26个国家累计向WHO报告确诊 MERS病例 1365例，其中 487例死亡，

病死率 35.7%。其中 85%以上的病例集中在沙特，而沙特的病死率在 40%以上。蒋荣猛和张林琦都认为，沙特的医疗条件较差，诊断和治疗水平

都距离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更为真实的致死率应该参考韩国。 

而同为冠状病毒的 SARS在 2003年时报告的死亡率约为 9%，但在当时北京没有病原学诊断能力且全城陷入恐慌的情形下，确诊是按不够严谨

的临床诊断标准推算的，也就是会有一部分人并非 SARS患者，但被视为 SARS患者而纳入统计，从而事实上降低了致死率。而 SARS的致死率到

底是多少，早已无从统计，有的一线医生估计，可能会接近于 20%，和韩国 MERS致死率相当。 

“现在关于 MERS，最清楚的都是流行病学上的知识，还到不了个体、生理、细胞的水平。因为我们能得到的经验只不过比皮毛知识稍微好一点，

毕竟可供研究的对象只有韩国输入的那一位。”张林琦说。 

需要改善的国际合作 

对一个有科研能力的国家而言，被一种新型病毒入侵是不幸的公共卫生事件，但客观上提供了对新病毒研究的有利条件，而这种研究不论是出

于本国利益还是病毒标本运输的安全性的考虑，往往都是自我垄断的。因此，别国想要同步进行药物和疫苗的研究，会遇到缺少样本的困难。 

目前，张林琦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新泉教授领导的团队，已获得两株针对 MERS高中和能力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MERS-4和 MERS-27，

并正在策划动物实验，但张林琦说：“我们现在苦于没有恢复期病人的血样，所以对于像 MERS恢复期病人的免疫保护性等问题，没有研究的材料。

只是广东有一例而已，能让我们做一点工作。而韩国有大量标本，这类研究应该在他们那里尽快展开，估计他们也会取得一批成果。” 

而像去年爆发于西非国家的烈性病毒埃博拉，由于当地没有救治和研究的能力，需要国际援助，因此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才有机会展开一些研

究。“但韩国不一样，它不认为自己控制不了。只要它不发出申请，中国就师出无名。”蒋荣猛说。 

但即便是在西非，由于缺乏国际协调，一个针对埃博拉病人恢复期血清治疗的项目（将感染后处于恢复期病人体内的抗体输给其他感染者）一

直在反复讨论，直到埃博拉疫情进入尾声，这个项目还没落实。 

而 MERS在韩国爆发后，也有某韩国机构主动联系张林琦团队，想寻求一些抗体和蛋白，还有合作研究的想法。但由于之前双方没有合作，需

要现准备转移试剂等环节的各种法律文件，浪费了很多时间，这种周折甚至超出疫情持续的时间。 



“所以做公共健康和传染病工作，需要在疾病爆发之前就有一个现成的合作机制，一方面需要WH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另一方面，更需要

根据我国的需要主动出击，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加大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大，这种国际合作的需

求和机制变得尤其重要。”张林琦说，在缺乏国际协调机制的状况下，如果还能开展国际合作，原因一般是两国的医疗研究机构本身已有合作关系，

而正好其中一个国家爆发了新型传染病。 

实验室成果缘何束之高阁 

对于药物和疫苗研发而言，更大的尴尬是一种药物上市从动物实验到人体三期临床，往往需要好几年，而集中爆发的疫情通常一年半载就结束

了。当年 SARS来袭时，国际上也曾掀起疫苗研发的高潮，最终尴尬收场，就是因为即使研发出来了，也暂时用不上了。 

对 MERS而言，韩国医院内一度失控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但这种病毒自从 2012年被发现以来，一直陆陆续续在中东出现。张林琦说：“就是

这种现象使得 MERS比 SARS更危险。因为这说明 MERS病毒一直在持续地尝试适应人类，尝试跨种传播。它越是能跨种，越说明病毒在进化过程

中自我复制的水平在提高。这告诫我们，对于 MERS的研究必须加强，疫苗、抗体、药物必须得准备好，万一哪天出现大范围感染，预防和治疗手

段才能用得上。” 

目前，除用恢复期病人血清的针对性治疗方法外，各国对付 MERS的主要办法都是保守的支持性治疗，让人的体液电解质平衡。此外可能加一

些广谱抗病毒药物，用干扰素联合核苷酸替代物利巴韦林治疗，但整体有效性并不确定。沙特曾有 5名病人在危重时期经干扰素（alfa-2a）加利巴

韦林治疗后死亡。 

最管用的办法是针对 MERS病毒研发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目前，中国已有高福领导的团队、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

实验室教授姜世勃团队和清华大学张林琦和王新泉的团队研发出了治疗性的单克隆抗体，但都没有到一期临床阶段。其中张林琦团队研发的中和抗

体是唯一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源抗体。 

张林琦介绍说，研发抗体的关键是弄清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机制，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阻断细胞表面受体与病毒的受体结合域相互作用。有

关的研究成果于 2013年 7月 9日和 2014年 4月 30日分别发表在《细胞研究》和《科学�转化医学》上。 

但实验室成果面世后，大家往往会遇到市场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矛盾，因为针对公共健康的研究市场需求并不确定，企业没有动力投资研发，必

须得政府买单才行。 

新药或疫苗研发的整个流程是，通过基础科研工作，在实验室研发出来，然后进行动物模型试验，最后对人体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其中一期临

床试验是为了保证药物的安全性，二三期是为了测试有效性。一般从动物试验到三期临床试验结束，层层审批需要 5～8年的时间。在遇到特别紧

急的情况时，审批时间会加快，三期试验可以不做，但起码得有一期临床试验来保证药物的安全性。问题是，在药物由动物模型上到人体时，需要

找企业批量生产，成一定批量之后要在动物身上进行安全评估，通过后才能上人体进行临床试验。 

“但是，政府的支持到不了批量生产的阶段，大家就无法做一期临床，那么研发出来的东西就不具备紧急时刻救助或预防重大传染病的能力。

因此政府的支持一定要支持到具有这个能力之后再放手。一旦安全性有了保证，不论是抗体、药物还是疫苗，就初步具备了应急反应的能力。一旦

哪天爆发传染病，马上可以进行二三期临床。那时候市场需求有了，企业就愿意接手。企业能力不足的话，政府可以接管。否则，实验室的创新成

果束之高阁，达不到服务老百姓的根本目的。”张林琦说。 

在张林琦看来，中国政府很重视传染病，在个别环节上做得相当不错，但在资金上和机制上有很大缺口。“药物和疫苗研制是个系统工程，必

须创造一个机制把这个系统流畅地衔接起来。公共健康绝对不能依赖市场经济推动，政府在前期的投入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和智慧，在

公共健康的创新和推广上，创建一个最佳模式，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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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痊愈出院  

2015年 07月 15日 07:11 来源于 财新网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卫生局 14日宣布，3名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的患者痊愈，并于当天离开医院 

　　据新华社 7月 14日消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卫生局 14日宣布，3名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的患者痊愈，

并于当天离开医院。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援引阿布扎比卫生局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这 3名患者是在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后被

留院进行隔离观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后，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自愈。 

　　今年 4月，阿联酋卫生部宣布，阿布扎比酋长国艾因市一救护站有 6名菲律宾籍员工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其中 1人

死亡。6月 18日，一名 65岁的非阿联酋籍公民因感染中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07-15/100828973.html 

利用鸵鸟蛋可大量提取中东呼吸综合征抗体 

2015年 06月 19日 14:49 来源于 财新网 

研究小组将冠状病毒表面蛋白的一部分作为抗原注射到鸵鸟体内，最终从鸵鸟蛋中获取了在鸵鸟体内生成的抗体 

相关报道 

阿联酋一名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死亡 

泰国首现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惠州耗资 800万投入 MERS防控战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解剖 MERS威胁 

一中国女性在韩被确诊感染 MERS 

广东 75名 MERS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 

香港暂无 MERS确诊个案 

盘前必读：第二批万亿地方债置换额度下发 MERS疫情发展港股风声鹤唳 

一中国公民在韩被确诊 MERS 

MERS疑云浮现香港 恒指急跌 400点 

　　据新华社消息，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宣布，他们成功从鸵鸟蛋中大量提取能与导致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强烈结合的抗

体。被这种抗体覆盖的冠状病毒将无法侵入人体细胞，从而对预防感染发挥强大效果。 

　　鸵鸟受伤后伤口愈合极为迅速，京都府立大学教授塚本康浩等人注意到鸵鸟强大的免疫力，他们研究发现鸵鸟产生抗体的

能力非常强，于 2008年开发出了利用鸵鸟蛋大量提取抗体的技术。在 2008年新型流感流行时，推出了带有新型流感病毒抗体

的口罩，去年又利用鸵鸟蛋提取出了能与埃博拉病毒结合的抗体。 

　　研究小组将冠状病毒表面蛋白的一部分作为抗原注射到鸵鸟体内，最终从鸵鸟蛋中获取了在鸵鸟体内生成的抗体。由于这

种表面蛋白的作用，冠状病毒会吸附到人的细胞上，但是这种抗体能覆盖住病毒，阻止它侵入人体细胞，从而达到预防感染的

效果。 

　　目前，共同开展此项研究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正在验证抗体的效果和副作用。 

　　由于尚未被批准为治疗药物，这种抗体尚无法直接注射到人体内，不过将含有抗体的喷雾剂喷到手、口罩、门把手等上面，

将有助于预防感染。研究小组目前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含有这种抗体的喷雾剂。（完） 

http://china.caixin.com/2015-06-19/100821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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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前必读：上海自贸区将再出金改新策 银行结售汇 9个月

后终现顺差  

2015年 06月 19日 07:36 来源于 财新网 

海自贸区金改 49条即将出台，QDII2政策包含其中；连续 9个月逆差后，5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78亿元人民币；牵手阿里两天后又跟腾讯签约，上

海机场加快“互联网+”步伐 

 

相关报道 

上海自贸区启动自由贸易账户外币服务 

氏家纯一：上海自贸区还可搞得再快点 

孙继伟兼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沈晓明兼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 

上海自贸区再升级 分账核算业务扩容 

国务院印发推广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经验通知 

上海自贸区资本项措施暂难复制 

上海自贸区正式启动平行进口车试点 

新自贸区选址敲定 上海自贸区扩围 

上海自贸区：中外律所可“互派”可“联营 

　　【财新网】（记者 王巍）6月 19日最值得关注的消息：上海自贸区金改 49条即将出台，QDII2政策包含其中；连续 9个

月逆差后，5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78亿元人民币；牵手阿里两天后又跟腾讯签约，上海机场加快“互联网+”步伐。 

　　据财新网，受到美元持续盘整、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实施等因素的影响，5月银行结售汇终止了此前连续 9个月的

逆差，实现顺差。5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78亿元人民币（等值 13亿美元）（此前连续 9个月逆差）。其中，5月银行代客结售

汇顺差 245亿元人民币（此前连续 8个月逆差）。 

　　据国家统计局，5月中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中：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43个（前值 48个），

上涨的城市有 20个（前值 18个），持平的城市 7个（前值 4个）。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1个，下跌有 69个（与上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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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路透社，中国今年地方债发行规模已达 6530亿，公开招标占比逾九成。目前包括财政部下达的两批共 2万亿元的地方

债置换额度在内，今年地方债的计划发行规模为 2.6万亿元。 

　　据新华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强调，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合宪、合法、合情、

合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此次依法提出的普选法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通过，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所确定的普选制度的方向和各项法律原则，必须在推动行政长官普选的进程中继续贯彻执行，香港未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仍然

必须以此作为宪制依据，其法律效力不容置疑。 

　　据第一财经，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孙继伟说，接下来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 49条将很快

出台。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也表示：“金改 49条”会在最近出台，包含了市场极为关注的 QDII2。“金改 49条”

的核心，是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质的突破。 

　　据华夏时报，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负责人或，目前监管层正考虑取消楼市“限外令”，放开外资购买中国楼市，不过像深

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外资只可以购买商铺、写字楼等物业，普通住宅很可能仍将“限购”。 

　　据韩国政府部门公告，韩国MERS死亡病例增至 23人，新增 3例感染病例。截至目前MERS确诊患者共 165人，其中 24

人痊癒出院。据证券时报网，厦大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夏

宁邵教授团队与香港大学合作成功研制出一种可有效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的免疫诊断试剂。 

　　据南华早报，港交所已经批准停牌机制，如果股价在 5分钟内上下波动达到 10%，将会启动 5分钟停牌；该机制适用于 81

只股票，包括恒指和国企指数的成份股，并非针对所有股票。 

　　据中国证券网，“国防科技工业 2025”和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十三五”规划已经进入编制进程。在 16日召开的局党

组扩大会议上，国防科工局有关领导指出，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国防科技工业

2025”和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十三五”规划的编制，系统谋划国防科技工业推动“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制造”的思

路举措。 

　　据同花顺，中国海洋工程国际研讨会消息，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船舶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前期研究工

作初稿已经完成，规划将结合《中国制造 2025》纲领性文件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有望以船舶工业贯彻实施《中国制造 2025》

专项规划形式出台。 

　　据大智慧财经，首条京津冀轨道交通区域快线确定为平谷线，基本走向为从北京市出发，经河北省燕郊、三河再进入北京

平谷区。到 2020年，将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 50公里至 7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1小时轨道交通圈”。 

　　据上证报，京津冀旅游投融资项目推介会昨日举行，本次推介会京津冀三地共有 200个旅游投资项目正式亮相，总计投资

金额约 1200亿元。 

　　据经济参考网，中国正式启动汽车业《反垄断指南》的研究起草工作，内容将涉及零部件生产与供应、汽车销售与售后服

务等环节。发改委下一步将委托有关方面开展针对性的课题研究，在此基础上争取一年内形成《反垄断指南》初步草案。 

　　据中证网，民航局 17日就《绿色机场规划导则》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也是我国首次明确空地一体、减少周边环境影响、整

体降低能耗的绿色机场规划蓝图。意见稿明确强调，对于地形条件复杂、扩建施工难度大的机场，规划宜适度超前。机场远期

规划应明确并落实控制性用地，同时在机场发展、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留有充分弹性，灵活适应远期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 

　　据新华网，我国远洋科考功勋船“大洋一号”18日圆满完成中国大洋第 34航次返回青岛。本航次中，我国科学家在中印

度洋海盆首次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物，并初步推断划出了两个富稀土沉积区域。 

　　据经济参考报，目前已经签约的 PPP项目中，商业银行资金已远超千亿元，而其对 PPP的态度则既积极又审慎。专家认为，

在逐渐将 PPP项目作为重要的信贷投放对象的同时，银行也需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期限错配和信用风险。 

　　据界面新闻，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向东表示，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将尝试成立中小金融机构股权投资基金，

适时参与参股金融机构的改革。 

　　据上证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社保基金目前在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规模已达 1,700亿元人民币，占

其资产配置份额的 30%左右。 

　　据新华社，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李钢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获证监会批准在自贸区启动了筹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据新浪财经，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 18日表示，经济放缓期间的风险管理对资管行业至关重要。风险管理，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随时可能出现，国内资管行业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市场周期的考验，对投资的风险关注不够。鼓励各类金融机构设立



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从事新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标的，比如 FOF，REITs等，独立第三方机构展开与公募基金投资为标的的组

合投资，积极推动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的发展。 

　　据中国证券网，证监会发言人李钢在“2015陆家嘴论坛”情况说明会上表示，近期，随着股指不断走高，市场对于信息高

度敏感。一些不法分子刻意捏造、散布一些虚假信息，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甚至引发了股指大幅波动，证监会已经关注

到了近期资本市场的一些谣言。针对市场反映强烈、严重危害市场秩序的一些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近期集中部署了 2015

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 ，其中第四批的专项执法行动就包括专门针对编造、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的案件，主要针对五类违

法违规行为。 

　　据新浪财经，在达晨 2015年经济论坛上，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称，深交所将研究解决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制度性障碍，

加快创业板改革创新。——深交所此番表态，意味着深交所的创业板将与上交所的战略新兴板展开上市资源争夺。 

　　据财新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 18日公开表示，最近社保基金投资了蚂蚁金融，是全国社保基金第一单直

接投资，占蚂蚁金服 5%的股份。此次参与蚂蚁金服增资的机构除了社保基金和人保财险外，还有邮储银行、国开行、中国人寿

等。目前蚂蚁金服方面对增资一事守口如瓶，表示不予置评。 

　　据澎湃新闻，上海机场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全国首家“智慧机场社区”。

查航班动态、查天气、查交通、航班延误险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给付，微信将在航空旅客全流程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第一财经微博，针对宏达新材信披违规被证监会调查，分众传媒发言人 18日回应称，“涉案事件与本公司以及本次重组

项目无关，对于本次重组的影响正在评估中。”宏达新材昨日公告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于日前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朱德洪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及朱德洪

予以立案调查。 

　　据中国证券网，阿里巴巴集团 18日宣布联合富士康向日本软银集团旗下机器人控股子公司分别战略注资 145亿日元。根

据签署协议，阿里巴巴、富士康将分别持有其 20%股份，软银则持有 SBRH 6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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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耗资 800万投入 MERS防控战  

2015年 06月 12日 11:16 来源于 财新网 

广东境内 75名MERS密切接触者均已解除隔离。惠州卫计局局长许岸高总结认为：对境外输入病例实施防控，公安、海关等部门和医疗机构需要

相互协作，检验、诊断标准涉及医疗资源分配，此次应对已在上述领域积累下诸多经验 

相关报道 

专题解剖MERS威胁 

一中国女性在韩被确诊感染MERS 

广东 75名MERS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 

香港暂无MERS确诊个案 

盘前必读：第二批万亿地方债置换额度下发 MERS疫情发展港股风声鹤唳 

一中国公民在韩被确诊MERS 

MERS疑云浮现香港 恒指急跌 400点 

国家卫计委：联防联控MERS疫情再次输入 

WHO：MERS暂未形成可持续人际传播 

云南通报航班发热患者检测结果：排除MERS 

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感染者增至 108人 死亡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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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记者 林金冰）最近半个月来，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岭南上空。时至今日，广东总算

经受住了第一波考验。 

　　6月 11日午后，广东省卫计委官网挂出最新通报，彻底打消MERS密切接触者及其家属心怀已久的疑虑。通报称：广东境

内的 75名密切接触者，无人出现不适，均经两次采样检测MERS病毒核酸，结果均为阴性。 

　　据广东卫计委披露，6月 9日 24时，第一批 44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满，解除医学观察；次日 24时，第二批 31名密

切接触者，也正式解除医学观察。 

　　至此，广东境内所有密切接触者未见异常，全部解除医学观察，半月隔离生活仿若虚惊一场。眼下，复盘这场疫情防控战，

梳理经验教训，成为要务之一。 

　　惠州卫计局局长许岸高称：当地财政拨款 800万元投入防控。他在回应财新记者提问时指出：围绕境外输入病例实施防控，

公安、海关等部门和医疗机构需要相互协作，检验、诊断标准涉及医疗资源分配，此次应对在上述领域已积累下诸多经验。 

　　MERS造访 恐慌突起 

　　广东惠州，是这场疫情防控战的主战场。 

　　5月 26日，现年 44岁的韩国人金某从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登机，乘坐韩亚航空 OZ723航班飞赴香港，尔后经由深圳沙头

角口岸进入惠州市。他在城区游走 30多个小时之后，方被接入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下称惠州中心医院）就诊。5月 29日，

金某被确诊为MERS病例，成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 

　　中东呼吸综合症，英文全称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MERS。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病毒

性呼吸道疾病。冠状病毒种类繁多，最著名的就有十余年前肆虐中国的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 

　　2012年，中东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MERS。疫情迅速蔓延至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国家，其后传至欧洲和非洲。今年 5月，

韩国出现第一例MERS确诊病例，当地防控失当，导致疫情急速蔓延。截至 6月 11日，韩国确诊病例增至 122人，病例短短

八天中骤增 3倍（6月 4日：41人）。韩国第三例MERS确诊病例，正是金某的父亲。 

　　金某来访中国之前，曾在韩国医院探望 76岁的老父亲。在韩国，金某就已出现体温过高等MERS常见症状。医生建议他

取消到中国出差的行程，但建议未被接纳。 

　　由于金某在旅行途中已有症状，因此，其旅行足迹成为阻断MERS在中国传播的关键线索，粤港两地尤其是惠州，成为重

点疫情防控地区。 

　　金某在惠州所到之处，成为当地疾控部门消毒处理重点。他居住过的康帝国际酒店，坐落于惠州西湖湖畔，门外绿树掩映，

室内装饰奢豪，近半个月来生意冷淡。 

　　6月 10日 16时，距离韩国人金某 5月 26日抵达惠州将满半月，酒店大堂经理在应对财新记者提问时略显谨慎，仅表示

平日里韩国客人较少、欧美客人略多。 

　　而在 6月 11日的媒体通报会上，这家酒店的总经理董承锝表示，事发后已有客人搬离酒店，入住客人也有减少，各项损失

加总约有 600万元。 

　　另一家金某曾经入住的酒店——惠州三阳酒店，生意同样遇冷。这家酒店的总经理刘远鹏告诉财新记者，直接损失约有 100

万元，主要是餐饮和客房业务的损失。按他预计，负面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据惠州市卫计局披露，该局于 5月 27日晚 10时 16分，突然接到广东卫计委转来的疫情排查通知。通知称，韩国有一例

高度怀疑为MERS疑似病例的旅客，可能住在康帝国际酒店。该局当即启动卫生应急机制，部署防控工作，火速召集卫生应急

队伍。这支应急队伍第一时间与广东省疾控中心领导、专家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酒店。 

　　约在四小时后，5月 28日凌晨 2时许，金某被送进惠州中心医院接受隔离治疗。这家医院的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向财新记者

介绍，金某初到医院时的身份，还只是MERS病例密切接触者。大半夜里，医生、护士都接到了紧急通知，连夜应战。 

　　消息传出不久，这家惠州惟一的三甲医院，恐慌情绪隐现，邻里街坊也是人心惶惶。 

　　平日路经这家医院的的士司机告诉财新记者，刚开始四五天，医院门口的车辆、人流都少了很多，过了一阵才慢慢恢复常

态。另据接近惠州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当地人士了解，最初几天，医院营业额确实有所下滑，从 6月 1日起，营业额才逐渐恢

复正常。 

　　防治齐施 疑虑缓释 

　　自 5月 28日起的八天里，每天的疫情通报都会在广东卫计委官网挂出。对于此间纷纷传闻，广东及深圳、惠州等地卫计部

门也及时出面澄清。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MERS.html


　　广东卫计委 6月 4日公告，称 78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坊间恐慌骤降。公告提到，这 78名密切接触者中，广东境内的

75名均已采取集中方式隔离观察，另外 3名已经离境。 

　　在惠州，当地市委宣传部 5月 30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告示称：当前首要工作是控制源头，同时须对接触者进行全面排

查；医务人员的预检分诊、隔离观察、院感防控、护理等培训工作，也应全面展开。 

　　前述惠州中心医院社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金某初到医院时，高峰时期约有 50名护士投入诊治护理相关工作，现

在主要是由 ICU（重症监护病房）整个科室的 13名医生和接近 40名护士轮班诊治护理。他们每班四小时，每天六班；每班有

三名医生，多名护士，其中一名护士需要进入病房特护，其他护士则负责协助防护服装穿着、传递物品、录入数据等工作。 

　　据其介绍，标准 ICU有特定的区域和通道划分，这次惠州中心医院设有临时间隔，区域划分更加严格。6月 10日下午，在

医院工作人员带领下，财新记者来到位于惠州中心住院部 B区二楼的 ICU病房，楼道里甚少人影，ICU病房设有医护人员通道、

病人通道和家属接待室，大门紧闭。 

　　惠州卫计局局长许岸高曾向媒体介绍 ICU的情况：金某所在的 ICU病房是负压隔离病房，借助技术手段实现病房内气压低

于房外，门窗打开之后，空气“只进不出”；病房内的空气，须经彻底消毒后才能排出室外；病房全部用品采取高级别消毒措

施。医护人员每次进入 ICU，都须穿着防护服，离开时从头到脚彻底清洗，所有衣物也须在严格消毒后才能离开隔离区。 

　　广东省卫计委 6月 10日通报称：韩国人金某连续四日没有发热，胸片显示双肺仍有炎症，渗出较前减少，病情整体趋于稳

定，但仍需警惕合并感染及出现变化。有惠州市卫计委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目前尚不能确定金某将在惠州待多久，如今仍

是每天按专家组意见，调整治疗方案。 

　　密切接触者方面，惠州境内负责追踪的 66名，连日来未见异常。财新记者从当地权威人士处了解到，这 66名密切接触者

分为两批：首批 38人，安排在惠州仲恺区进行集中隔离观察；第二批 28人，安排在惠州城区。 

　　在这场MERS考验中，惠州耗资不菲。许岸高告诉财新记者，惠州市财政拨款 800多万元用于救治和防控工作，主要用于

购买诊治金某所需的专用医疗设备，以及防护服等防护材料。 

　　MERS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 14日。6月 9日、10日，距离韩国人金某抵达惠州已有两周时间，财新记者在惠州市区街头

走访，路上行人无一佩戴口罩。酒店、食肆正常营业，到了夜间，宵夜照常。汽车站、学校等人流集中点也未见异常。惠州中

心医院内外熙熙攘攘，在急诊部和住院部所见，大部分人都无佩戴口罩。 

　　“感觉不像 SARS那种大规模的疫情，大家也没觉得有多恐怖”，一名的士司机说，“好多同行也是来来回回地跑中心医

院载客。” 

　　惠州经验是什么？ 

　　目前，MERS冠状病毒尚无可用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 

　　对于金某的治疗方案，惠州卫计局局长许岸高在 6月 11日的媒体通报会上作了公开介绍：一是提供加强抵抗力的药物，提

高病人身体抵抗力，杀伤病毒；二是展开对应治疗，“他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保证病人拥有充足体力对抗病毒；三是常规

心理护理，有段时间病人在阅读相关新闻后变得悲观、情绪压抑，这时，心理疏导就显得重要。整体来看，治疗方案效果颇为

明显。 

　　对于惠州此番疫情防控战，当地官方评价为“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其中又有哪些不足或改进空间呢？ 

　　许岸高在媒体通报会上回应财新记者发问时，总结了此番惠州疫情防控工作有待反思、改进的三个问题：一是沟通合作问

题。疫情防控是联合作战，合作既有纵向的，如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也有横向的，如公安、海关和外事侨务等

部门之间的合作，还有交叉的，如外事侨务与医院之间、医院与公安之间的合作。初始之时，各方合作偶有摩擦，但很快便能

解决，现时已有良好沟通机制； 

　　二是执行标准问题。以病人的临床标本化验为例，医院需要区分什么情况下可在普通实验室化验，什么情况下必须在医院

专门实验室、专机专用。这类标准如果控制过于严格，则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滥用和浪费，过于宽松则可能导致传染，

不利于疫情防控。由于金某是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确诊病例，因此执行标准稍微较高。日后，何种标准是为合适，有待各界

专家探讨研究； 

　　三是如何应对国际传染病病人的问题。这是惠州第一次遇到MERS这样特殊的传染病，在寻找合适翻译、提供患者饮食、

患者心理疏导等方面，惠州都有提升空间。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解剖MERS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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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MERS暂未形成可持续人际传播  

2015年 06月 10日 17:45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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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陈沁） 

世界卫生组织 6月 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自 2012年至 6月 9日，全球共有 1190个MERS病例，死亡人数 444人，死亡率在

37%左右。 

　　首尔市政府发言人室 6月 10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尔目前确诊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例 17人，隔离 3040

人，7家医院收治感染者。韩国全国确诊 108人，与 9日相比新增病例 13人；死亡 10人，新增 3人；隔离 3439人，近 30

家医院收治感染者。 

　　首尔市政府发言人室称，疫情主要是在医院内传染，尤其家属去医院看望患者时容易传染。 

　　据该室介绍，疫情爆发后，首尔市游客数量减少，大多数活动都被取消，消费出现萎缩。首尔市政府对地铁、公交等公共

交通工具进行消毒，向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旅行、运输等行业的中小企业提供紧急救助贷款。 

　　首尔市政府发言人室表示，疫情爆发后，首尔市民开始时有惊慌情绪，但是随着政府及时公开情况以及对策方案，民众的

反应逐渐平静下来。 

　　传播途径 

　　MERS在韩国的蔓延速度很快。从 6月 4日到 9日的六天之内，MERS确诊感染病例从 41人增加到 95人，翻了一倍。韩

国已经成为继沙特之后MERS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MERS病毒从 2012年出现至今，已经在 25个国家出现了病例。其中 1190个病例出现在沙特及其邻国。韩国的第一个病

例是一名曾在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旅行的男性。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对财新记者采访的回复邮件中表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与其他冠

状病毒一样，是通过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传播，比如咳嗽。但医学界对于MERS-CoV传播暂时还没有精确的解释。 

　　“研究人员在多个国家的骆驼中发现了 MERS-CoV。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骆驼感染 MERS-CoV 可能在人类感染

MERS-CoV中发挥作用，但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骆驼向人类传播的途径。” 

　　世界卫生组织（WHO）6月 8日起进驻韩国，与当地疾控部门联合开展MERS疫情调查。WHO官员安伯乐克（Peter 

Ben Embarek）6月 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不知道韩国第一个病例在中东当地是如何被感染的，“他并没有与

动物接触的经历，尤其是与骆驼接触的经历。” 

　　这名男子 5月 4日自中东回到韩国，一周后出现症状，之后在数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被确诊为MERS。 

　　截至目前，MERS在韩国主要在医院传播。安伯乐克说：“我们依然面对的是单一的一条传播链。”在韩国自第一个病例

出现后的每一个感染者都与此前曾处理过感染病例的医院有过接触，仅首尔三星医院急诊室就与 10个感染病例有关。暂时还没

有在医院之外传播传染的病例出现。 

　　他认为，MERS在韩国暂未形成可持续的人际传播。可持续的人传人病毒应当是很容易在人之间传播，并且不论经过几代

传播，其传染性丝毫不减。这意味着在单一的传播链条之外，还有其他可持续的传播渠道。 

　　“韩国目前仍是单一的传播链，并且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谁把病毒传染给了谁，并且正在控制之中。应当把可持续

传播和一般意义上的社区传播区分开来。” 

　　从目前情况看，自身免疫力较低的人易受MERS感染，包括糖尿病人、慢性病人、肺部疾病患者、心脏疾病患者等。“早

期症状都不明显，”安伯乐克说，这也意味着感染者在发病初期可能并不能被诊断、隔离，直到病情非常严重。 

　　目前共有近 30家医院牵涉其中。为什么一种疾病会使这么多医院受到影响？安伯乐克说，这一部分与韩国人的就医习惯有

关。患者在对第一家医院的诊断有疑问时，往往会再到多家医院就诊。“所以MERS在韩国医院内传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感染

者在未被确诊MERS前到不同的医院、诊所就诊。” 

　　韩国目前被隔离的 3000多人中，大多数是在家自我隔离，一部分是在医院被隔离。韩国政府使用监控录像来追踪接触者，

对每一个被隔离者都派专人跟踪，每日问询与他人接触情况，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使被隔离者不需要外出购物。 

　　韩国政府 6月 9日预计，MERS爆发数量有望在本周内开始下降。安伯乐克认为，未来还将看到新的病例出现，直到所有

感染者都不再能传染给他人为止。“只要所有感染者都被隔离，新增病例就会减少。” 

　　他不排除在社区出现新病例的可能性，因为目前接触者非常多，可能会漏掉一些人，或者有些在家隔离的人传染自己的家

人。但是他认为，社区新病例不会对这一事件造成大的影响。 

　　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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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MERS疫情在医院间传播早有先例。此前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都有医院间MERS疫情大规模传播的情况，法国、

英国有小规模传播。去年在沙特吉达出现了约 200个在医院被传染MERS的病例，今年以来沙特已经有 20起医院间传播的情

况，但是范围都不大。 

　　“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医院间传播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看来，似乎与医院拥挤的环境，大量的病人共处一室，缺乏对病毒传

播的控制，以及很难快速辨别出MERS感染者有关。”安伯乐克说。 

　　但是情况也并不完全类似。今年 2月，一名德国人在阿联酋旅行后感染了MERS，回到德国后在多家医院就诊，前后接触

了超过 200人，无一人被传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安伯乐克说。 

　　他提醒，对于目前还没有MERS病例的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医院在接诊有类似病情的患者时，一定问清其旅行经历。 

　　有观点认为，韩国政府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隐瞒信息，致使MERS传播范围越来越大。安伯乐克说，与

疫情爆发初期相比，韩国政府现在更擅长于与外界的沟通。 

　　韩国政府最初是将受到影响的医院以字母命名，比如医院 A，医院 B，后来官方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所有出现感染者的医院全

名。 

　　“政府除了公布数据，还要对数据本身进行解释，否则外界单纯看这些每天都在增长的病例数据可能会引起恐慌情绪。政

府需要解释这些数据都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增长，数据的出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安伯乐克说。 

　　目前对于MERS还没有可以适用的疫苗。安伯乐克说，由于骆驼是MERS病毒主要来源之一，目前中东医学界主要研制的

是针对骆驼的疫苗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可以很容易被改造成适用于人类的疫苗，但是研发疫苗需要时间。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解剖MERS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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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勇：韩国 MERS第三代感染人数增多需特别关注  

2015年 06月 09日 22:00 来源于 财新网 

韩国成为MERS在中东地区以外最大爆发地，首位确认 SARS是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微生物教授袁国勇告诉财新记者，“这次韩国超过一半是第三

代感染，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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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MERS 

相关报道 

专题解剖MERS威胁 

MERS与 SARS 相同与不同 

韩确诊MERS患者增至 87人 新病例均为医院感染 

粤港锁定逾百名MERS接触者 

广东首例MERS患者病情加重 

　　 

【财新网】（记者 赵晗） 

据韩联社 6月 9日报道，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患者已达 95例，死亡病例增至 7例。 

　　韩国政府公开的医院名单，包括MERS疫情首发地平泽圣母医院，出现多数病例的三星首尔医院，以及首尔峨山医院、汝

矣岛圣母医院等。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在 2003年曾为抗击 SARS做出重大贡献，是他首先确认 SARS是冠状病毒，而非其

他衣原体或微生物。 

　　袁国勇告诉财新记者，此次MERS在韩国传播迅速，“要么是病毒的问题，要么是人的问题。”袁国勇指出，人的问题是

环境的问题，和空气流动量、卫生状况、医护人员护理时是否戴口罩、是否注意手部卫生都有关系。 

　　袁国勇引述陈冯富珍之前的谈话称，韩国病患往往有很多人照顾和探望，他们滞留病房，使得感染控制难度加大。 

　　韩国成为MERS在中东地区以外最大爆发地。以往，MERS病毒在中东大多二次感染即停止，但袁国勇告诉财新记者，“这

次韩国超过一半是第三代感染，很特别。” 

　　他指出有两个可能性：“病毒变异了，传播能力增强；或者因为感染控制做得差。”究竟是哪个原因，因为没有亲自前往

调查，袁国勇未作判断。但他强调医院内做好感染控制的重要性。如果医护人员都注意卫生和防护，“情况要好得多”。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院士高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和早先的病毒相比，MERS病毒有了很强

的变化。 

　　袁国勇指出，此次韩国感染者逾九成是长期病患的男性老年人。这可能因为老年轻机体再生能力弱，免疫反应弱，因此炎

症反应更加厉害。至于为何是男性，袁国勇介绍，女性整体健康水平要强于男性，“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癌症。” 

　　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率领的考察组，将最快可能于 9日起与韩国政府共同考察韩国MERS疫情蔓延

情况。 

　　WHO尚未针对韩国发布任何特别警告，并重申确信韩国卫生系统能够妥善处理MERS疫情。 

　　香港卫生部门已决定将其三级应变措施由之前的“戒备”提升至“严重”级别。这意味着入境口岸将实施更严格的到达控

制。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其网站上发布有关提高应变级别的建议，敦促人们“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韩国。 

　　2014年 8月，香港大学和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单峰骆驼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可以感染人类，研究结果

在国际科学期刊《柳叶刀−呼吸医学杂志》(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中发表。这是迄今对骆驼MERS-CoV最全面的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科学界需加强对在非洲东北部、有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进行检测。报告指出，由于骆驼MERS-CoV主要存在

于骆驼的口腔和唾液中，亦可在它们的粪便中找到，因此，前往中东和非洲东北部的游客应避免接触骆驼及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 

　　谈及此次病毒起源，袁国勇介绍，可能是东非蝙蝠，之后传给了骆驼；病毒在传播中发生基因改变，后来东非的骆驼运到

其他阿拉伯国家。袁国勇称，病毒起源和传播过程仍需进一步科学确认。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解剖MERS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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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与 SARS 相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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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和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临床表现颇多相似之处，导致 MERS被冠以“SARS近亲”、“类 SARS”、“新 SARS”之称 

2015年 06月 09日 11:21 　来源 财新网 

 17 

　　【财新网】（实习记者 康淑）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 MERS）进逼中，由于引起 MERS的病原体和 2003年流行的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临床

表现颇多相似之处，导致 MERS被冠以“SARS近亲”、“类 SARS”、“新 SARS”之称。那么，MERS与 SARS一样吗？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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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发布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方案（第二版） 

2015年 06月 08日 11:36 来源于 财新网 

提高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诊断和报告意识，对于不明原因发热病例，应注意询问发病前 14天内的旅行史或可疑的暴露史 

相关报道 

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防治形势严峻 

我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精神状态好转 

【旁观日记】中东呼吸综合征传入中国 医护人员抽签治疗 

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粤现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方案（第二版）的通知，具体内容

如下： 

　　国卫办疾控发〔2015〕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3年 9月，我委印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方案（第一版）》（国卫办疾控发〔2013〕17号）。为适应防控形势

的变化，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委组织对此方案进行了修订，形成《中东呼吸综合

征疫情防控方案（第二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5年 6月 5日 

　　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方案 

　　（第二版） 

　　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为 MERS）是 2012年 9月发现的，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发热呼吸道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将该冠状病毒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简称为 MERS-CoV）。 

　　为适应防控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形势和

研究进展，特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方案（第一版）》进行修订，形成了本方案。 

　　一、目的 

　　及时发现和报告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规范疫情调查和密切接触者管理，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尚未发生中东呼吸综合征持续社区传播疫情时各地的监测与防控工作。本方案将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和评估结果，

及时更新。 

　　三、防控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的防控工作。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本级政府领导下，加强对本地

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组建防控技术专家组，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指导、及时救治”的工作原则，组织有关部门

制订并完善相关工作和技术方案等，规范开展中东呼吸综合征防控工作。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疫情控制的总体指导工作，落实防控资金和物资。 

　　各级疾控机构负责开展监测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和评估，进行监测资料的收集、分析、上报和反馈；开展现场调查、

实验室检测和专业技术培训；开展对公众的健康教育与风险沟通。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负责病例的发现与报告、诊断、救治和临床管理，开展标本采集工作，并对本机构的医务人员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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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监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各级疾控机构负责开展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发现和报告工

作（相关定义见附件 1）。 

　　1.病例发现。 

　　（1）建立健全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监测体系。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活动中，应提高对中东呼吸综合

征病例的诊断和报告意识，对于不明原因发热病例，应注意询问发病前 14天内的旅行史或可疑的暴露史，了解本人或其密切接

触的类似病人近期有无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约旦等中东国家以及韩国等其他近期有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国家的旅行史，

或可疑动物（如单峰骆驼）/类似病例的接触史。发现符合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定义的患者时应当及时报告属地县区级疾控机构。 

　　（2）加强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医务人员在诊治 SARI和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时要仔细询问上

述流行病学史；对于缺乏流行病学史，在 14天内发生的病因不明的 SARI/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病例，以及医务人员中发生（尤

其是在重症监护室）的 SARI/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均应当考虑开展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实验室检测。 

　　（3）应当注意部分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在病程早期临床表现可能不典型，如有基础性疾病或免疫缺陷者，可能早期仅出现

腹泻症状。另外，还有部分病例可能存在合并感染，如同时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及其他流感病毒等。 

　　（4）对于口岸发现的可疑病例，应当按照病例诊疗方案进行诊断、报告，并收治在具备诊疗和院感防控条件的医疗机构。

口岸所在地的地市级疾控机构，应口岸检验检疫部门的协助要求，负责对口岸发现病例的标本采集转运或仅负责标本转运工作。 

　　2.病例报告。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时，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

应当于 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无症状感染者”选择“隐性感染者”类别）；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应当于 2小时内以最

快的通讯方式（电话、传真）向当地县区级疾控机构报告，并于 2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县区级疾控机构在接到报告后

立即进行网络直报。 

　　3.流行病学调查。县区级疾控机构接到辖区内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报告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及确诊病

例后，应当按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见附件 2）进行调查。 

　　4.标本采集与检测。标本采集与检测参照中国疾控中心制订的检测技术指南进行。 

　　有实验室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要对病例进行实验室检测。不具备实验室检测条件的，应当在确保生物安全的情况下，按照

规定将标本送邻近的具备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测，或协助县区级疾控机构采集标本，由县区级疾控机构送省级疾控机构

或具备检测能力的地市级疾控机构进行检测。 

　　5.病例订正。负责病例网络直报的医疗机构或疾控机构要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及时对病例分类进行订正。 

　　（三）病例管理及救治。承担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救治的医疗机构，应做好医疗救治所需的人员、药品、设施、设备、防

护用品等保障工作。 

　　对临床诊断和确诊病例实行隔离治疗，同时对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实施有效防护措施（标准预防+飞沫传播预防+接触传播

预防）。病例管理和感染防护具体要求参见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最新版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医院

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对于疑似病例，在尚未明确排除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前，也应当实施隔离医学观察和治疗，并做好感染防护，直

至病人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排除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四）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管理。现阶段，对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观察。对疑似病例的密切接

触者，要及时进行登记并开展健康随访，告知本人一旦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要立即通知当地开展健康随访的卫生计

生部门。 

　　由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协调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管理。对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医学

观察（登记表见附件 3），每日至少进行 2次体温测定，并询问是否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或其他相关症状及病情进展。密切接触

者医学观察期为与病例末次接触后 14天。医学观察期内，一旦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临床症状时，应当立即对其进行诊断、

报告、隔离及治疗。如排除中东呼吸综合征诊断，则按原来的医学观察期开展医学观察。医学观察期满，如果未出现临床症状，

可解除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间，如果其接触的疑似病例排除中东呼吸综合征诊断，该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解除

医学观察。 

　　县区级疾控机构应当采集密切接触者的呼吸道标本和双份血清标本。第一份血清标本应当尽可能在末次暴露后 7天内采集，

第二份血清标本间隔 3-4周后采集。所采集的呼吸道标本和双份血清标本按照上级疾控机构的要求及时送检。 



　　（五）宣传教育与风险沟通。积极开展舆情监测，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向公众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疫情防

控风险沟通工作。要加强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大型工矿企业等重点人群、重点场所以及大型人群聚集活动的健康教育和

风险沟通工作。 

　　（六）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员培训。对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员开展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发现与报告、流行病学调查、

标本采集、实验室检测、医疗救治、感染防控、风险沟通等内容的培训，提高防控能力。 

　　（七）加强实验室检测及生物安全。各省级疾控机构及具备实验室检测能力的地市级疾控机构做好实验室诊断方法建立和

试剂、技术储备，按照实验室生物安全规定开展各项实验室检测工作。应当尽可能采集病例的下呼吸道标本，以提高检出率。 

　　四、督导检查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防控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附件：1.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及密切接触者定义 

　　2.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 

　　3.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登记表 

　　附件 1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及密切接触者定义 

　　一、病例定义 

　　参照国家卫生计生委最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诊疗方案执行。 

　　二、密切接触者定义 

　　（一）诊疗、护理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临床诊断或疑似病例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

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二）在确诊、临床诊断或疑似病例出现症状期间，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三）现场调查人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符合条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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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确诊 MERS患者增至 87人 新病例均为医院感染  

2015年 06月 08日 09:24 来源于 财新网 

韩国自 2015年 5月下旬开始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目前MERS确诊人数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位列第二；已通报世卫的个案死亡率(截

至 2014 年 5 月)约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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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MERS疫情蔓延 民众戴口罩逛街 

相关报道 

粤港锁定逾百名MERS接触者 

广东首例MERS患者病情加重 

　　 

【财新网】（记者 赵晗） 

韩国保健福祉部 6月 8日上午发布消息，截止发稿时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新增 23宗确诊病例，确诊总数已达 87

宗，隔离 2361人，1869所学校停课。 

　　韩联社称，17宗新增病例在三星首尔医院被传染。目前韩国MERS确诊人数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位列第二。 

　　根据韩国政府公开的医院名单包括MERS疫情首发地平泽圣母医院、出现多数病例的三星首尔医院、首尔峨山医院、汝矣

岛圣母医院等。 

　　韩国观光公社消息称，截止 4日，取消访韩旅游的外国游客已达 2.06万人，较前一天的 1.18万人增加 74.6%，其中内地

游客 4400人。 

　　代行韩国总理职务的副总理崔炅焕 7日对外宣布了韩国政府首个针对MERS的综合应对措施。他同时表示疫情“尚未扩散

至社区”，目前不会上调疫情级别。 

　　6月 7日下午，两名香港记者由韩国首尔返港后发烧，入住玛嘉烈医院隔离病房，经检测二人对MERS病毒呈阴性反应。 

　　香港卫生署发言人介绍，香港至今没有发现人类感染个案。香港政府《中东呼吸综合征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现正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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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说：“鉴于韩国的最新情况，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到访韩国的医疗机构。到中东地区的外游人士应避免到访农场、

农庄或有骆驼的市场，亦应避免接触病人及动物，特别是骆驼、雀鸟或家禽。如非必要，应避免到访医疗机构。” 

　　国家卫计委 7日公布MERS新版防控方案，要求不明发热病人须询 14天内旅行史，了解本人或其密切接触的类似病人近

期有无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约旦等中东国家以及韩国等其他近期有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国家的旅行史。 

　　MERS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国家（包括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

沙特阿拉伯王国、巴勒斯坦国、叙利亚、阿联酋、卡塔尔和也门）。到目前为止，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确诊个案是由中东国家报

告。余下个案大部份是在中东地区旅游或工作期受感染或透过与在中东感染的病人密切接触而受感染。 

　　韩国自 2015年 5月下旬开始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增确诊患者均在医院内感染。 

　　2012 年 9 月，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人类感染个案首次于实验室确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引致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新型冠状

病毒，即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过往未曾在人类中发现。 

　　全球范围内，该症已通报世卫的个案死亡率(截至 2014 年 5 月)约为 30%。根据世卫发布的详情，在确诊个案(截至 2014 

年 5 月)中，约 73%呈现相对较严重的病症(例如肺炎)，约 10.0%出现轻微病症(例如流感类疾病)，而其余 17%则据报没有症

状。同时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因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而出现严重病症的风险较高。  

　　此稿为财新网健康频道“无恙”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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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跨国防控：这才是和平时期的最大国际安全问题 

被网络风传为“中东 SARS”的 MERS疫情已在东亚各国、各地区引发广泛恐慌，以至于某些传闻的传播速度甚至远超过了疫情。 

也难怪大家恐慌，这个 2012年 8、9月间才被发现于沙特、约旦等中东国家，2013年 5月 23日才被WHO“正名”，和 SARS同属“新冠状

病毒” NCoV类传染性疾病的疫情，迄今已造成 23个国家共 1142人确诊患病，其中 465例死亡，不仅感染致死率甚至超过 SARS，且人类至今尚未

找到真正可靠的特效药或疫苗，如今这个原本似乎离自己尚属遥远的可怕疫情，居然在顷刻之间悄无声息出现在身边，且事先毫无察觉，事后“复

盘”更不知从何防范起，这种原本觉得十分安全，突然发现完全“不设防”的大起大落，对人们情绪的挫折和打击可想而知。 

自 5月 11日被发现可疑症状、5月 20日确诊至今，此次源于韩国的 MERS疫情已确诊 13人（全部为韩国人），由于韩国方面在疫情发生

之初控制松懈，且疏于边境口岸管控，也未及时通报周边国家、地区，致使部分曾与首例患者密切接触的韩国人不仅照常在韩国社会稠人广众间正

常作息、活动，其中一些人更堂皇离境，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入其它国家、地区公共场合，照常出差、旅游，从事各种与他人密切接触的活动。 

如今这些本应在韩国国内隔离的“危险旅行者”中已被确诊一例（在中国惠州），而与首例及此例确诊者密切接触的旅客，则有多达 29名曾

出现在香港、广东各地，其中一些人更在事件曝光前和多人有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互动，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搞的清楚。所幸 MERS

疫情虽和 SARS有相似处，且感染致死率更高，但病毒衰减较快，传播能力较差，迄今“人传人”的确诊病例不算多，“被人传人后再传染他人”的确

诊病例更少，如无更大变异，或许疫情所造成的直接危险、损失会小一些，但此次事件对人们的安全感所造成的无形伤害，无疑是十分严重的。 

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现代化程度高，国际间交往密切且速度快、渠道多，对疫情的通报、管控一旦稍有犹豫、滞后，就会一

步落后、步步落后，令人类在瘟神的身后疲于奔命、应接不遑。此次 MERS疫情虽属突发，但倘若韩国保健福利部在首例患者被发现可疑症状及确

诊后应对措施到位，韩国边境部门把好出境关，疫情原本是可以得到更好控制的；倘各国间疫情通报和跨国、跨境防控更高效、更密切、更及时到

位，那些和患者曾密切接触过的应控制人物也不至于在“下一站”毫无防范和察觉的情况下一路畅通地制造更多“密切接触者”，制造更多传播有病菌

疫情 MERS、及“无病菌疫情”——不安全感和恐慌的破绽和机会。 

当代社会处处讲究便利，讲究“无缝对接”，势必不可能靡费税款，在并无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对每个人“严防死守”，在这种情况下倘疫情通报

不及时，疫情跨国防控不到位，疫情和疫情嫌疑就可能在“不设防”情况下悄然穿过一关又一关，走过一站又一站，这在“地球村”时代，无异于给疫

情插上一双翅膀。惩于此次的教训，各国理应在这些方面更“精神”些，跨国通报要及时、准确，有关隔离、边境口岸检疫等工作也应切实到位。 

此刻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防务论坛，与会代表正为“国际安全问题”的曲直黑白争得面红耳赤，然而在“香格里拉”之外，有着和平时期最大的

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合作需要，这就是恶性疫情的跨国传播，和对这种传播的跨国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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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2015年 05月 29日 19:26 来源于 财新网 

一例韩国籍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已进入广东，目前除发热外无其他不适 

相关报道 

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粤现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 

　　 

【财新网】（记者 李妍 实习记者 崔先康） 

据国家卫计委员会通报，广东已出现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确诊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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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为韩国男性，原系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该男子已被隔离治疗。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则初步锁

定了至少 193名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据国家卫计委消息指出，这名韩国籍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是经香港入境广东惠州，

并出现发热症状。 

　　据惠州市卫计局称，28日凌晨 1时，广东省卫计委派出专家组赶到惠州现场，连夜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样等相关工作，

并于 28日上午将采集样品送广东省疾控中心检测，并上送至国家疾控中心。自 5月 28日 2时起，他已被隔离治疗，目前除发

热外尚无其他不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面告诉财新记者，自 2013年起，中国卫生部门已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制定了防控方案，并指定定

点收治医院。对此疾病，疾控部门已具备检测能力。 

　　2015年 5月 29日，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可能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医疗救治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

针对可能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做好医疗救治准备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面表示，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信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潜伏期为 7-14天，临床表现包括：

急性呼吸道感染、起病急、高热、体温可达 39-40℃等，并可伴有畏寒、寒战，咳嗽、胸痛、头痛、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力、

食欲减退等症状。 

　　在肺炎基础上，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临床病变进展迅速，很快会发展为呼吸衰竭或多器官功能衰竭,特别是肾功能衰竭，甚至

危及生命。少数病例的病情相对较轻；个别病例（如免疫缺陷病例）则可能有腹泻等非典型临床表现；重症病例则可能导致呼

吸衰竭，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内机械通气和支持治疗。 

　　该病毒似乎会导致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如糖尿病、癌症和慢性肺部疾病）发生更严重的疾病。 

　　人传人能力有限 尚无可用疫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回复给财新记者的信息，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并不容易发生人际间感染，除非在人与人处在密切接

触的情境下，例如当看护病人而未进行保护时。即便如此，目前仍无证据显示，该病毒具有可持续的人传人能力。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面介绍，“目前，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尚无可用的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这意味着，

目前还没有确保有效的治疗方案。当前的治疗方法，皆属于支持性的治疗，并基于病人的临床状况而定。 

　　而在医院内的集聚性病例周边，病毒的人际传播则更加容易，特别是当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不足的时候。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据表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存在持续的社区内传播。 

　　传染性不及 SARS 但病死率较高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面介绍，2012年 9月，两例临床表现类似于 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首度在国际间通

报。此后，中东、欧洲又相继报告了多例该病病例。2013 年 5月 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疾病，命名

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 

　　感染中东新冠状病毒后的症状和非典略为相似，感染者会出现急性、严重呼吸道疾病，伴有发热、咳嗽、气短及呼吸困难，

严重的病例会出现肾功能衰竭和死亡。 

　　资料显示，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2003年肆虐全球的 SARS同属冠状病毒，其传染性不及 SARS，但病死率比 SARS高。据韩

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6日，全球共有 20多个国家通报了总计 1142例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其中，病例死

亡人数为 465人，死亡率达 40.7%。 

　　据悉，骆驼是目前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已知的传染源，有部分原发病例，就是因接触了骆驼而被染。目前还不清楚是

否还有其他动物也是传染源。 

　　韩国疫情已爆发多日 

　　韩国疾控中心 28日证实，近日，又有两人被确诊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至此，在韩国感染这一致命病毒的患者人

数已增至 7人。 

　　此前，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已爆发多日。据韩国卫生部 5月 20日发布的声明称，该国首例被确诊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患者现年 68岁，患者目前病情稳定。这名患者曾在 4月中旬前往中东的三个国家旅行，5月 4日返回韩国，5月 20日被确诊

为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随后，他的妻子及同病房的一名 76岁男子也不幸感染。接着，76岁男子的女儿，也因在病房停留数

小时而染病。 



　　首例来到中国的输入性病例，则是上述 76岁男子的小儿子。在他出发赴中国出差之前，由于出现了体温过高等中东呼吸综

合征的常见症状，医生曾于 25日建议他取消来华行程，不过，他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据国家卫计委指出，这名来自韩国的

输入性患者，目前除发热外尚无其他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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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现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  

2015年 05月 28日 19:05 来源于 财新网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死亡率高达 40.7%，远远高于 SARS的死亡率 11%。但其病毒的传染性不如 SARS 

相关报道 

卫计委：将提升县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和政府补助 

扬州卫计委主任杨军培训期间因嫖娼被抓 

贵州卫计委：终止妊娠通知无效 

粤卫计委：已邀专家调研“全面放开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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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菌净被指致川崎病 卫计委称勿简单关联 

卫计委出三招加速公立医院改革 

　　 

【财新网】（记者 王婧） 

广东省卫计委 5月 28日下午通报，该省出现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疑似病例。患者是一名韩国人，5月 21日

即已出现不适，25日体温达到 38.7摄氏度。但他仍乘坐 OZ723航班于 26日 12时 50分抵达香港，经深圳沙头角口岸入境抵

达惠州。目前该患者已被隔离治疗。 

　　公开资料显示，MERS病毒与 2003年在中国肆虐的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于 2012年首次出现在沙特，之后在中东等

地传播。MERA潜伏期在 2天至 14天，患者伴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的病例会出现肺功能衰竭和死亡。 

　　从 2012年起至今，全球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 1142例MERS确诊病例，其中 465例死亡，死亡率高达 40.7%，远远

高于非典的死亡率 11%。 

　　据韩国媒体消息，韩国目前共有 7人感染MERS病毒。其中首名确诊患者今年 68岁，于 2015年 4月中旬前往中东的沙

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旅行，5月 4日返回韩国，20日被确诊感染MERS病毒。 

　　韩国的其余 6名MERS患者均是接触过首名确诊患者被感染。前往中国的这名男子，曾于 5月 16日前往医院探望父亲

——他的父亲和哥哥均已被确认为MERS患者。这名男子在其父亲和韩国首名确诊患者一起住的病房里停留了近 4个小时。此

后他并未被韩国采取隔离措施，还正常上班，两次前往医院探望亲人，并自由搭乘飞机。 

　　韩国卫生部门 5月 27日确认他出境后，将这一事实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和中国有关部门。 

　　5月 27日晚 10时，世界卫生组织对此进行通报。广东省卫计委根据通报，要求惠州立即核查。28日凌晨 2时，惠州市卫

计委将这名男子转至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并对其密切接触者就地隔离观察。目前已搜索到密切接触者 35人，暂未出现异常。 

　　广东省卫计委也派出专家组赶到惠州，连夜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采样等相关工作，样品于 28日上午送省疾控中心检测；

并将样品上送国家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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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卫计委的通报还指出：MERS病毒的传染性不及 SARS。根据目前已知的病毒学、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已具备有限的人传人能力，但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具有持续人传人的能力。  

责任编辑：贺信 | 版面编辑：卢玲艳 

 

http://china.caixin.com/2015-05-28/100814335.html 

【业务交流】之十：怎样判断新闻的价值？ 

2015年 03月 24日 15:27 分类：人文 阅读：9239 评论：0 

【按】今天上午，受人民大学新闻系之邀，给本科生讲了一堂课，题目是“怎样判断有价值的新闻”。现把讲课提纲整理如下，供同行讨论、批

评。 

  

（一）新闻价值判断的重要性 

没有新闻价值判断，就没有新闻。 

       新闻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新闻价值判断能力。 

       新闻价值判断，是新闻工作的起点和终点。 

       新闻价值判断贯穿于新闻工作全过程中。 

  

（二）新闻价值判断的意义 

◆判断是否构成新闻 

       ◆决定投入多少人力物力 

       ◆确定采访方向 

       ◆选择新闻表现方式     

          ▲切入点  ▲主次取舍 ▲突出与放大 

       ◆确定报道组合方式 

       ◆确定版面位置和大小 

  

（三）新闻价值有哪些要素 

▲时效性（新鲜性，并非及时性） 

       ▲重大性（影响多少人？多少人关心？能否改变现实？） 

       ▲独家性（仅仅独家还不够，还需要意义） 

       ▲显著性（名气） 

       ▲接近性（空间和心理） 

       ▲可读性（阅读快感） 

       ▲人情味（情感体验） 

  

（四） 新闻价值演进的经典案例——SARS报道（2003） 

  

1.《财经》SARS报道总量 

     ◆连续两期以 SARS报道作为“封面报道”。　　 

     ◆主刊共刊登近 30篇深度分析和评论文章。 

     ◆创办四本增刊“SARS每周调查”，刊出文章 62篇，其中 48篇为调查性报道。 

     ◆一线记者从 2人、4人、6人逐渐增加，高峰时期达 20多 人。（那时全部记者编辑总共 3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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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闻价值，决定报道投入的人力 、物力、版面。 

  

2.第一阶段，从地方新闻到全国新闻 

      春节后，广东记者带回信息：一种怪病在广东蔓延，因信息不透明出现恐慌气氛。 

      编辑部认为：这是重大突发事件，凸现公众知情权问题，反映了中国应急公共卫生体系重大问题。 

      新闻价值判断：是地方新闻，但具有全局性意义，可以作为全国新闻予以报道。 

      当期刊物首次推出广东“非典”事件报道 

      ◆《广州之疫碰撞国家防疫体系》 

      ◆ 《“非典型肺炎”事件回放》 

      要点：剖析中国防疫卫生体制问题，批评有关部门漠视公众知情权诉求。 

      文章明确提出：“这显示出我国重大疫情的预警、公布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文中提出疑问：“多严重的疫情才能惊动国家级防疫机构？” 

  

3. 第二阶段：从全国性新闻到世界性新闻　　 

      ◆疫情延续到香港 

      ◆疫情延续到世界 

       WHO网站披露，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多伦多成为疫区。世卫组织将其定名为“SARS”。 

      ◆疫情就在我们身边 

       北京和山西被世卫组织定为疫区。并形成传播链。 

      ◆国内的媒体仍在沉默 

      编辑部判断：疫情从一省扩大到全球，新闻价值提升，应以较大精力和篇幅进行全面披露。 

      初步成果： 

      ◆《财经》头条刊登 SARS特别报道。一组三篇文章： 

      ▲《疫中香港》 

      ▲《世卫组织专家去广州》以世卫组织对中国 SARS疫情考察行踪为线索，全面披露中国 SARS疫情数据。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撰写评论《亚洲会再次衰退吗》，提出 SARS危机降临亚洲的现实挑战。 

  

4. 第三阶段：从重大新闻到“唯一的新闻” 

      事件向诡异的方向演进，新闻价值进一步增大： 

      ◆4月 2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疫情：12例，死亡 4例 ，“疫情已经被完全控制”； 

     ◆4月 7日，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因患“非典型肺炎”在北京去世消息公布； 

      7日以后，政府部分披露有关信息，但“SARS不足惧”仍是主要口径； 

      我们的记者通过医院等地实地采访，发现问题实际严重程度远超想像。 

      编辑部意识到：SARS报道已是当下主要报道题材。 

      新闻价值判断决定报道的方向：还原真相的努力。 

      编辑部把记者分成三组： 

      ▲第一组：医院。遍访医院，探秘 301 

      ▲第二组：科研。探讨 SARS病原之争及其本质 

      ▲第三组：法律。从法治角度探讨《传染病法》 

      机会之窗打开： 

      4月 13日，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提出“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型肺炎，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 

      报道的成果： 

      ▲“危险来自何方”——病原之争 



      世界卫生组织结论：SARS病原正是与中国官方卫生部门坚持的衣原体大相径庭的冠状病毒。抓住问责卫生部门的突破口。　 

      ▲“SARS北京档案”——北京 sars全记录 

      “短短 20天，中国政府对于 SARS的认识和应对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 

      ▲《SARS催促行政透明》 

     在信息公开的大势所趋下，能否对 SARS疫情依法公开，是政府透明度的试金石 

      ▲《SARS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5. 第四阶段：聚焦中西部 

      事件继续发展，新闻价值判断与时俱进—— 

      ◆4月 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下台 

      ◆同日，中国官方公布病例数字，为五天前的十倍。 

      中央明令疫情不得瞒报。新闻界报道 SARS再无禁忌。 

      ◆疫情比想象更为严重——蔓延全国 25个省市，北京、山西、广东、内蒙古之外，西北偏远省份出现散发病例。 

      全国的 SARS患者数字两三天内成倍增加，达数千人之众。　 

      编辑部再度增派力量，直扑 SARS报道。 

      此时，发展到这一阶段，中国的公共卫生危机成为新闻价值聚焦点： 

      中西部和农村医疗体系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最脆弱环节。 

      新闻价值判断下重新分工： 

      ◆一部分记者继续在京采访，重点是农民工。一部分去中西部疫区，山西、甘肃、四川、内蒙古。 

      ◆4月 24日，主编胡舒立带队山西之行  

      成果：4月 30日，《财经》第二个封面报道，《SARS西侵》 

     封面报道：《SARS西侵》 

      ▲第一组：《疫区山西》、《甘肃遇袭》、《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 

      ▲第二组：《农民工在 SARS阴影中》 

      ▲第三组：《SARS全国传播链》 

      ▲第四组：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 

      连续两次做同题“封面文章”，报道篇幅占整本杂志一半好 

6.第五阶段：《SARS每周调查》 

     5月，北京成为恐慌之城。决定出 SARS增刊。 

      新闻价值判断和报道转向以下领域： 

      ▲“医院感染之谜”系列——还原北京人民医院、东直门中医院、武警部队医院等“疫院”成为感染源的全过程 

      ▲“农民和农民工”系列——对农民和农民工在瘟疫突袭时的整体面貌进行记载和追踪 

      ▲“疫区”系列——新疫区、老疫区、海外疫区 

      成果： 

      5月 9日－5月 30日，共四期 

      刊出文章 62篇，其中 48篇为调查性报道 

      包括关于医院的报道 5篇， 关于急救中心的报道 1篇， 

      关于疫区的报道 4篇， 

      关于农村与农民工的报道 5篇， 

      关于高校的报道 3篇 

      关于交通的报道 3篇 

      经济方面的报道 2篇 

      科研方面的报道 2篇 

      法制方面的报道 1篇 



      人物报道 2篇 

      域外报道 8篇 

  

7. 第六阶段：反思报道　 

      6月初，SARS危机基本结束。 

      完成一组反思报道：意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是提升新闻价值 

      总标题：“SARS必须改变中国》 

      ▲经济学家吴敬琏：《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复旦大学王元化：《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 》 

      ▲法学家江平：《公权力如何具公信力》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推动信息公开，媒体责任重大》　 　 

　 

8. SARS案例小结 

      ▲从新闻事件对人的影响判断其价值，而不是从其有用性判断其价值 

      ▲新闻价值判断的要义是比较和取舍 

      ▲不同媒体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可以有同有异 

      ▲新闻价值在动态中呈现 

  

（五）新闻价值的相关因素 

新闻价值要素，只是判断新闻价值的准绳。 

      如何运用这根准绳来衡定新闻价值，决定于你对其他相关因素的综合把握。 

      ◆事实                 

      ◆立场和判断 

      ◆分析框架 

      ◆风险把握 

  

（六）事实：新闻价值判断的基础 

  

      ◆更多一点事实， 

        你看到的画面可能就全然不同。 

      ◆为了多获得 1%的增量， 

        不惜付出 10%、20%的努力。 

      ◆在时效性和准确性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准确性 

      ◆必要的舍弃 

  

（七）立场：新闻价值判断的方向 

  

      事实决定立场，立场决定判断，判断决定方向      

      ◆开放性。 不简单地以常识作判断依据。对主流意识保持永恒的批判性思考。 

      ◆不迎合，不盲从，不屈从。 

      ◆既不屈从于压力，也不屈从于舆论，不屈从于内心追求成功的渴望 

    

（八）新闻价值要素：判断 

  



      分析框架是进行新闻价值判断的依据 

      ◆市场经济 

      ◆民主 

      ◆法治 

      ◆全球化 

      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民粹主义 

  

（九）风险：新闻价值的实现要素 

  

       两重风险：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把握报道的尺度和平衡 

      ◆舍弃不必要的细节 

      ◆严谨再严谨 

      ◆职业操守 

      ◆证据的保全 

  

（十）总结 

  

      新闻价值判断只是一把标尺 

      用来衡量新闻事件价值 

      如何使用这把标尺 

      还决定于你的知识、能力、境界 

      新闻价值判断只是一个技术 

      它不能取代你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和理解 

      要提高新闻价值判断的准确性 

      就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能力 

      尤其身处我们目前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 

      要判断新闻价值 

      就必须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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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增多  

2014年 10月 27日 23:43 来源于 财新网 

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27日说，近一个多月以来，沙特的新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新增病例明显增加，民众应对此提高警惕 

相关报道 

奥地利报告首个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袭美　上千儿童被传染 

沙特两名医生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 

沙特又有 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据新华社 10月 27日消息，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27日说，近一个多月以来，沙特的新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

状病毒）新增病例明显增加，民众应对此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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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卫生部通报说，今年 9月，沙特新发现 12例感染者。10月至今新增病例已达 23例，其中包括 3名医护人员。自 2012

年 6月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以来，沙特共报告 777例感染病例，其中 331人死亡。 

　　沙特卫生部呼吁民众不能放松警惕，应继续采取勤洗手、避免接触疑似患者和骆驼等措施。研究表明，人主要是从骆驼身

上感染这种病毒，也可能人际传染。 

　　今年 6月进入夏季以来，沙特的新增病例数逐渐回落。专家称，高温可抑制病毒的传播，但进入 10月气温开始下降，又使

疫情恶化。（新华社记者  王波） 

版面编辑：陈希影(Z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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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球穆斯林麦加朝觐拉开序幕  

2014年 10月 03日 10:26 来源于 财新网 

来自全球 160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万穆斯林当地时间 2日下午，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麦加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伊斯兰教朝觐活动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中国铁建麦加巨亏 41亿始末 

沙特迎来麦加朝觐潮 

伊斯兰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在沙特麦加召开 

中国铁建将沙特麦加轻轨项目转手母公司 

中铁建总公司接手巨亏麦加轻轨项目 

商务部称将协助中国铁建就麦加巨亏索赔 

中国铁建否认沙特麦加项目为“政治工程” 

受沙特麦加轻轨项目影响 中国铁建三季度亏损 13.6亿 

中国铁建沙特麦加轻轨项目预计巨亏 41.53亿元 

　　据新华社消息，来自全球 160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万穆斯林当地时间 2日下午，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麦加开始了一年一

度的伊斯兰教朝觐活动。 

　　从当天下午开始，各国朝觐者乘大巴车或徒步，从麦加市中心陆续前往米纳山谷，入住在那里的白色帐篷城中。在随后的 5

天时间里，朝觐者们将先后进行站阿拉法特山、射石驱邪、游转天房和宰牲献祭等宗教仪式。 

　　为保证朝觐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沙特内政部派出 8.5万名警察和消防人员参与安保工作。同时，沙特卫生部门对朝觐者进

行严格的健康检查和监控，以防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暴发。 

　　沙特卫生部称，截至目前尚未在朝觐者中发现埃博拉和新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为防止

传染病蔓延，沙特今年停止向西非埃博拉疫情重灾区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发放朝觐签证。 

　　今年的朝觐穆斯林中，60万来自沙特，140万来自国外，其中中国穆斯林人数为 1.45万。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大基本功课之一。伊斯兰教法规定，每一位有经济能力和体力的成年穆斯林，一生中应至少前往沙特麦

加朝觐一次。（新华社记者   王波） 

版面编辑：杨业欣(Z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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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报告首个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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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 01日 20:11 来源于 财新网 

奥地利近日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患者为一名沙特阿拉伯妇女，几天前刚从沙特来到奥地利 

相关报道 

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袭美　上千儿童被传染 

丹麦再确诊 4例李斯特菌感染病例 

意埃博拉疑似病例初步诊断为感染疟疾 

尼日利亚出现第七例埃博拉死亡病例 

沙特两名医生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 

沙特又有 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WHO成立紧急工作组应对新冠状病毒 

意大利报告两例新增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法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突尼斯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据新华社 10月 1日消息，奥地利近日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病例，患者为一名沙特阿拉

伯妇女，几天前刚从沙特来到奥地利。 

　　据奥地利新闻社 9月 30日报道，该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是 29日晚公布的。奥地利卫生部证实，患者目前病情危急，

正在维也纳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所有可能与病人接触的人员身份都已确认，并采取了进一步防范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 2012年 9月在沙特被首次发现，它与非典病毒（SARS）同属冠状病毒，其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

问题并伴有急性肾衰竭。之后，该病毒又在多个国家被发现。为此，世界卫生组织专门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协调防控工作。

根据世卫组织今年 7月发布的数据，全球已有 837个确诊病例，其中 291人死亡。（新华社记者  刘向） 

版面编辑：陈希影(Z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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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一样吗(4)? 

2014年 05月 27日 21:31 分类：未分类 阅读：27363 评

论：0 

从 2012年 9月沙特阿拉伯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报告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了 572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实验室确诊病例，

其中 173例患者死亡。尤其是今年 4月以来，发生率明显升高，从 2014年 3月 27日的 206例飙升到 2014年 5月 7日的 572例，1个多月的时间病

例增加了 300多例，而且影响到了包括法国、美国等 17个国家[1, 2]。由于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也和 2003年流行 SARS病毒一样都属于冠

状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以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许多人把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称为“类 SARS”、“新 SARS”。那么，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

一样吗？ 

SARS的传染源是 SARS病人，至今未证实有隐性感染者在 SARS流行中的作用。尽管以后的研究高度怀疑 SARS的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果

子狸，但没有 1例患者被证实是直接接触果子狸被感染。因此，在疾病的控制上，发现病人立即隔离是控制 SARS流行最有效的手段。在 2003年

和 2004年我国 SARS流行中，通过建议发热门诊，对所有发热的患者进行严格筛查，发现患者立即隔离，很快控制了疫情，导致 2004年以后再未

发生 SARS的流行。 

而中东呼吸综合征则不一样，已经证明骆驼是该病的传染源，有部分原发病例是接触了骆驼被染。是否还有其他动物作为中东呼吸综合征的

传染源目前还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尽管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可以人-人传播，但在对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了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

者，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很有可能不去就医而被漏诊，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疾病的隐性传染源导致疾病的传播。因此，在目前报告的病例

中有相当数量的病人传染源不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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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野生动物、病人、隐性感染者都可能作为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染源，因此单纯地隔离和治疗病人不能阻止疾病的传播，增加了疾病控制

的难度。这就导致 2012年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以来，其流行范围越来越广，疫情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尽管目前大多数患者来源于沙特，但已

有 17个国家发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例，包括我们的近邻菲律宾和马来西亚[1]。因此，我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对应有可能在我国流行的中东

呼吸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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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一样吗(3)? 

2014年 05月 25日 08:14 分类：未分类 阅读：26701 评

论：0 

从 2012年 9月沙特阿拉伯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报告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了 572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实验室确诊病例，其

中 173例患者死亡。尤其是今年 4月以来，发生率明显升高，从 2014年 3月 27日的 206例飙升到 2014年 5月 7日的 572例，1个多月的时间病

例增加了 300多例，而且影响到了包括法国、美国等 17个国家[1, 2]。由于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也和 2003年流行 SARS病毒一样都属于

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以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许多人把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称为“类 SARS”、“新 SARS”。那么，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

一样吗？ 

　　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一样，可以人-人传播，也有医务人员染病，但家庭聚集性不强，医务人员发病较少。SARS的流行有明显的家庭聚集

性，常常中家中一人染病，导致全家及其接触者多人聚集性暴发事件，被人称为“大毒王”或“超级传播者”。例如在北京，1例 SARS“大毒王”感染了 27

例健康人[3]。不仅如此，SARS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多代的感染者，仍有较强的传播力。例如在新加坡，5例 SARS“大毒王”导致了 122人感

染[4]。专家们认为，这些“超级传播者”的形成可能是病毒在患者的体内产生变异，导致毒力增强所致[5]。疫情过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当年 SARS

的传播率进行了评估，SARS的传播率大约为 2～4[6-9]。也就是说，平均每例 SARS患者传播给了 2～4位健康人，导致他们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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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0 

从 2012年 9月沙特阿拉伯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报告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了 572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实验室确诊病例，

其中 173例患者死亡。尤其是今年 4月以来，发生率明显升高，从 2014年 3月 27日的 206例飙升到 2014年 5月 7日的 572例，1个多月的时间病

例增加了 300多例，而且影响到了包括法国、美国等 17个国家[1, 2]。由于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也和 2003年流行 SARS病毒一样都属于冠

状病毒，引起的疾病都以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许多人把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称为“类 SARS”、“新 SARS”。那么，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

一样吗？ 

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与 SARS相似，都有发热、咳嗽、呼吸急促等临床表现，主要的病理损害在肺部，胸部 X线可见肺炎的表现，

严重病例可引起呼吸衰竭，需要机械通气。也有患者表现出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但是，中东呼吸综合征也有许多临床特点与 SARS不同。 

首先，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感染的人群不同。尽管两者都属于一种新的病毒首次在人间流行，因此人类对这两种冠状病毒普遍易感。但

是，从发病年龄分布看，SARS的感染者成年人比较多见，20～30岁发病人数最多[3]。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感染者年龄较大，中位数年龄为 49岁，

尤其是严重病例，大多是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和年老体弱者。从感染的性别来看，SARS的感染者男女性别无明显差异，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感染者

以男性患者为主，占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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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患者的密切接触，医护人员是 SARS的易感人群，也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易感人群。在 SARS的流行中，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比例较高。

据统计，流行初期医护人员的感染率高达 30%以上，医务人员发病率是其他人群的 56.58倍[4]。感染 SARS的医护人员病情大多较重，82%～100%

有明显的肺部改变[5-7]，严重病例或有并发症病例占 27%～45%c[7-10]。而中东呼吸综合征导致医护人员感染比 SARS少见，且大多数受感染的医护

人员症状较轻，甚至有无症状的感染者，严重病例只占 15%[1]。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毒力有逐渐减弱

的趋势，医务人员都是继发感染者，因此病情大多较轻[1]。 

另外，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潜伏期较长，可长达 7～14天，而 SARS的潜伏期只有 1～5天。在临床表现上，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严重病例常可

出现肾衰竭和脓毒性休克的表现，导致病人死亡。根据目前报告的病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死率大约为 27%[11]，高于 2003年 SARS流行时的 10%

病死率。 

综上所述，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老年人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主要预防对象，避免到疫区旅行。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也要注意防护，以免造成医

院内感染，导致疾病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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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年 9月沙特阿拉伯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报告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收到了 572例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实验室确诊病例，

其中 173例患者死亡。尤其是今年 4月以来，发生率明显升高，从 2014年 3月 27日的 206例飙升到 2014年 5月 7日的 572例，1个多月的时间病

例增加了 300多例，而且影响到了包括法国、美国等 17个国家。由于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也和 2003年流行 SARS病毒一样都属于冠状病

毒，引起的疾病都以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许多人把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称为“类 SARS”、“新 SARS”。那么，这种中东呼吸综合征与 SARS一

样吗？ 

我们看看下面两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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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的强度比 SARS弱。2002年 11月，广

东省佛山市首发 SARS，短短的几个月，SARS便很快传播到全国 26全省市和全球 32个国

家与地区。截止到 2003年 7月 11日，世界卫生组织共接到 8437例 SARS确诊病例报告，

死亡 813人；我国是流行最严重的国家，共报告了 5327例确诊病例，348人死亡[1]。而中

东呼吸综合征的首发病例出现在 2012年 3月到 4月，经过两年的时间，截止到 2014年 5

月 7日累积确诊病例是 572例。两年间，确诊病例虽然在逐渐增多，但增长的速度很慢。

第 1年，平均每月报告 1～2例，第 2年增加至平均每月 20多例。但今年 4月以来报告病例

突然增多，达到 200例以上[2, 3]，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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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两名医生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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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家医院的发言人 13日说，该医院与美国第二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有过接触的两名员工出现了患病症状，其中一

人已入院治疗。沙特也有两名医生因感染该病毒于日前死亡 

相关报道 

 美国数字医疗公司破壳记 

 美国大学为何更成功 

 美国大学仍物有所值 

 把国产沃尔沃卖到美国 

 微信突围美国 

 美国经济仍有潜力 

 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来自美国国安会的信号 

 美国政治学的系主任 

 沙特又有 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今年九省市 H7N9感染者已近 200例 

 沙特的现代化困境 

 美解除艾滋感染者间器官移植研究禁令 

 沙特警告不要用停止援助威胁埃及 

 WHO成立紧急工作组应对新冠状病毒 

 沙特王子：页岩气革命会伤害沙特经济 

 艾滋感染者诉疾控中心致其惨变蜥蜴脸 

 法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意大利报告两例新增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据新华社 5月 14日消息，美国一家医院的发言人 13日说，该医院与美国第二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有过接触的两名员工出现了患病症状，

其中一人已入院治疗。沙特也有两名医生因感染该病毒于日前死亡。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P·菲利普斯博士医院一名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说，该医院共有 20名员工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其中两人表现出

症状但并未确诊。这两人中有一人已在医院隔离治疗，另一人经治疗后回家隔离。目前，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这 20个人都已接受了相关

病毒检测，结果将于未来两天公布。 

　　白宫发言人卡尼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有关部门已向总统奥巴马汇报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白宫方面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2日通报说，一名 44岁的沙特阿拉伯医疗保健从业人员 1日经英国来到美国。他因感觉不适于 9日入院，11日被证

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病情正在好转。美国发现的第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是刚从沙特返回的美国人，目前已完全康复，并于 9日出院。 

　　沙特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医护人员患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沙特西部城市吉达的法赫德国王医院医生塔利克和该市一家私人医院的医

生艾哈迈德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于日前不治身亡。截至 13日，沙特共有 49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 152人死亡。 

　　新型冠状病毒 2012年 9月在沙特被发现，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其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问题并伴有

急性肾衰竭。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目前超过三成。（综合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林小春、驻利雅得记者王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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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又有 2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2014年 04月 08日 10:19 来源于 财新网 

迄今沙特已有 66人死于该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于 2012年 9月在沙特被发现，它与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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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周刊】从 Stuxnet病毒看网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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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沙特改良图存 

【财新周刊】不明病毒何在 

弗格森：影响中国发展的六大病毒 

卫计委：未发现 H7N9病毒具备有效人传人能力 

新型禽流感病毒 H10N8人间传播风险较低 

研究确认 SARS病毒来源于中华菊头蝠 

国际组织称亚太区病毒性肝炎威胁扩大 

北京市禽类样品未检出 H7N9禽流感病毒 

沙特的现代化困境 

　　据新华社 4月 7日消息，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7日通报，2名沙特男子日前死于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即新型冠状病

毒）。迄今沙特已有 66人死于该病毒。 

　　这两例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沙特西部最大城市吉达。一人是患有慢性疾病的 70岁老人；另一人是一家医院的 27岁男护士。

这家医院的另外 7名医护人员也被怀疑感染了该病毒。 

　　迄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达到 206例，其中沙特占 167例；全球死亡病例为 86例，沙特占 66例。 

　　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于 2012年 9月在沙特被发现，它与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因此也被称作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问题并伴有急性肾衰竭。新的研究发现该病毒可能由骆驼传染给人。（新华社记者 王波） 

版面编辑：郭艳涛(ZX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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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娟： H7N9高发期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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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过去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只能任由其发展，目前防控的效果是因为采取了有效措施。从二月底到现在，虽然是流感高发季节，

但没有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新发病例出现 

精英访谈嘉宾：李兰娟 

 

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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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名医】李兰娟：解密 H7N9阻击战 

 香港专家称无需大规模接种 H7N9疫苗 

 广东新增 4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广东、安徽各新增 1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广东新增 1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浙江新增 3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湖南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增至 7例 

 H7N9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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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一感染 H7N9禽流感病人康复出院 

 何为 H7N9禽流感“有限人传人” 

　　财新记者 任波 

　　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疫情在中国的首次暴发，距今已有一年，但疾病的秘密，仍不完全为人所知。 

　　H7N9，本是一种寄居于禽类体内的低致病性流感病毒，仅在禽类之间传播，症状轻微。一年前，病毒忽然发生了变异，籍此实现由禽到人的传

播。人感染病毒后病死率远高于普通流感。今后，这种新型流感是否还会卷土重来？有没有有效的救治方案？病毒的变异存在多大风险？有效的防

控措施能否落实？ 

　　事情最初发生于 2013年 3月底。随着中国上海和安徽两地先后发现数例异乎寻常的重症肺炎患者，这种最终被命名为新型人感染禽流感 H7N9

病毒的杀手终于为人所知。它也是全球首次发现的一种感染人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当时并未纳入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亦无有针对性

的疫苗。 

　　疫情迅速蔓延。截至 2013年 5月 29日 10时，全国确诊 131人，37人死亡，76人痊愈。病例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台湾、福建等地。随着卫生部门等有关机构布控切断传染源，疫情得到控制。然而，就在 2013年 12月，疾病卷土重来。据中国疾控中心副

主任冯子健 1月 27日透露，中国累计报告人感染 H7N9确诊病例 240例，死亡 60多例，死亡率高达 20%-30%。 

　　它让人们迅速联想多个由动物病毒变异引发的危险疾病。如 2003年中国暴发了由哺乳动物冠状病毒导致的 SARS疫情；距离 SARS暴发仅两年

后的新一轮 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而 2009年始于墨西哥的 H1N1新型流感疫情，病毒的产生可追溯到猪群，实现人间传播后，疫情一度扩散

到全世界多个国家。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初叶的 1918-1919年间，一场恶名昭著、令全世界约 10亿人感染、2500万-4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

流感，其致病元凶即是一种和导致 2009年大流感疫情病毒接近的甲型 H1N1流感病毒。 

　　这些来自于动物的传染病在人间肆虐之初，往往并无有效疗法。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病毒，发现风险，识别身份、阻断传播、寻找有效疗法等

一系列措施的迅速落实，是人类控制疾病的关键。 

　　整个疫情暴发过程中，浙江省的患者数量最多。近日，财新记者采访了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请她回顾去年来参与防控 H7N9新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全过程，详解已知和未知

的有关医学课题，籍此解惑破解这一疾病密码的曲折故事和探索路径。 

　　李兰娟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最早发现该疾病病毒应溯源到活禽市场的禽类，并据此提出了阻断病毒进一步传播以及避免发生人际传播的最有效

策略——阻止活禽市场中病毒从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必要时关闭活禽市场，并全面开展活禽检测与必要的扑杀。同时，她领导的治疗团队至今仍保

持了该项疾病患者全国最低病死率的纪录。 

　　财新记者：H7N9新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疫情到现在大约已经一周年了，现在又到了春天，这也是流感高发的季节。考虑到 H7N9去年冬季已

经暴发了第二波疫情，今年春天会不会卷土重来？ 

　　李兰娟：高发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下来了。 

　　财新记者：控制下来的标志是什么？ 

　　李兰娟：从二月底到现在，虽然是流感高发季节，但没有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新发病例出现。 

　　财新记者：这说明防控措施是有效的。但大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因为这些年包括各种禽流感，或者其他来自动物的病毒导致的传染病，

总是一波接一波，而且病毒也在不断变异。比如今年年初疾控部门还公布了一起人感染 H10N8禽流感新型重配病毒致死的病例。能不能请您就这类

病毒发展的规律和疾病传播的规律谈一谈，预期未来大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是否存在病毒进一步变异的可能？ 

　　李兰娟：从 1918年到现在，全世界的流感大流行也是十年一变，新病毒都是不断地变异不断地产生。变是永恒的，什么东西都在变，不变是

不可能的，这也是个规律。 

　　这次针对 H7N9，我们就及时发现是禽感染，采取了有效措施，否则可能就有很多人感染。在浙江，上个月病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很紧张。春节

前，病人很多，现在活禽市场关了就没了，我们人为干预了，不让病毒大面积扩散，减少了很多人的感染。这不像过去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只能

任由其发展，目前防控的效果都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利用现在的科技成果，可以及时发现病因，找到防控办法。请您就整个防控 H7N9疫情的过程详细谈谈？ 

　　李兰娟：H7N9是个新的重组变异的流感病毒。去年三四月份从长三角开始发现以后，当时我们决定溯源，找到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最后我

们从鸡鸭身上分离到了这个病毒跟人分离到的病毒高度同源，同源性 99.4%，证明人感染 H7N9的流感病毒来自于禽，所以叫人感染 H7N9流感病毒。 

　　财新记者：我记得你们是比较早从活禽市场的鸡鸭分离出这个病毒的？ 

　　李兰娟：我们在发现病毒不到一个月就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通过基因测序证明是活禽市场的禽身上的病毒感染到人，活禽市场的禽病毒

的同源性 99.4% ，就是说人感染的禽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跟活禽市场里禽身上病毒的基因片段 99.4%是一样的，这叫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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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禽感染病毒并不生病，禽不死，人感染了症状很严重，感染不到一个星期就发展成呼吸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呼吸窘迫综

合症。因为我们发现是活禽交易市场禽的感染，所以后来我们建议政府把活禽市场关闭掉。去年上半年活禽市场关闭以后，在上海、江苏、浙江，

病人就没有了。这些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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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名医】李兰娟：解密 H7N9阻击战  

2014年 03月 31日 17:36 来源于 财新网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病毒，发现风险，识别身份、阻断传播、寻找有效疗法等一系列措施的迅速落实，是人类控制疾病的关键 

 

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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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大流行与公共卫生全球化 

云南通海县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广东新增 4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美学者指 H9N2乃多例禽流感幕后真凶 

广东、安徽各新增 1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云南玉溪市发生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湖南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增至 7例 

　　 

【财新网】（财新记者 任波） 

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疫情在中国的首次暴发，距今已有一年，但疾病的秘密，仍不完全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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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7N9，本是一种寄居于禽类体内的低致病性流感病毒，仅在禽类之间传播，症状轻微。一年前，病毒忽然发生了变异，籍

此实现由禽到人的传播。人感染病毒后病死率远高于普通流感。今后，这种新型流感是否还会卷土重来？有没有有效的救治方

案？病毒的变异存在多大风险？有效的防控措施能否落实？ 

　　事情最初发生于 2013年 3月底。随着中国上海和安徽两地先后发现数例异乎寻常的重症肺炎患者，这种最终被命名为新

型人感染禽流感 H7N9病毒的杀手终于为人所知。它也是全球首次发现的一种感染人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当时并未纳入中国法

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亦无有针对性的疫苗。 

　　疫情迅速蔓延。截至 2013年 5月 29日 10时，全国确诊 131人，37人死亡，76人痊愈。病例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台湾、福建等地。随着卫生部门等有关机构布控切断传染源，疫情得到控制。然而，就在 2013年 12

月，疾病卷土重来。据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1月 27日透露，中国累计报告人感染 H7N9确诊病例 240例，死亡 60多

例，死亡率高达 20%-30%。 

　　它让人们迅速联想多个由动物病毒变异引发的危险疾病。如 2003年中国暴发了由哺乳动物冠状病毒导致的 SARS疫情；距

离 SARS暴发仅两年后的新一轮 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而 2009年始于墨西哥的 H1N1新型流感疫情，病毒的产生可追

溯到猪群，实现人间传播后，疫情一度扩散到全世界多个国家。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初叶的 1918-1919年间，一场恶名昭著、

令全世界约 10亿人感染、2500万-4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其致病元凶即是一种和导致 2009年大流感疫情病毒接近

的甲型 H1N1流感病毒。 

　　这些来自于动物的传染病在人间肆虐之初，往往并无有效疗法。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病毒，发现风险，识别身份、阻断传

播、寻找有效疗法等一系列措施的迅速落实，是人类控制疾病的关键。 

　　整个疫情暴发过程中，浙江省的患者数量最多。近日，财新记者采访了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请她回顾去年来参与防控 H7N9新型人感

染禽流感病毒的全过程，详解已知和未知的有关医学课题，籍此解惑这一疾病密码的曲折故事和探索路径。 

　　李兰娟带领的团队，在中国最早发现该疾病病毒应溯源到活禽市场的禽类，并据此提出了阻断病毒进一步传播以及避免发

生人际传播的最有效策略—阻止活禽市场中病毒从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必要时关闭活禽市场，并全面开展活禽检测与必要的扑

杀。同时，她领导的治疗团队至今仍保持了该项疾病患者全国最低病死率的纪录。 

　　疫情已被控制 

　　我们在发现病毒不到一个月就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证明是活禽市场的禽身上的病毒感染到人 

　　财新记者：H7N9新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疫情到现在大约已经一周年了，现在又到了春天，这也是流感高发的季节。考

虑到 H7N9去年冬季已经暴发了第二波疫情，今年春天会不会卷土重来？ 

　　李兰娟：高发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下来了。 

　　财新记者：控制下来的标志是什么？ 

　　李兰娟：从二月底到现在，虽然是流感高发季节，但没有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新发病例出现。 

　　财新记者：这说明防控措施是有效的。但大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因为这些年包括各种禽流感，或者其他来自动物的

病毒导致的传染病，总是一波接一波，而且病毒也在不断变异。比如今年年初疾控部门还公布了一起人感染 H10N8禽流感新型

重配病毒致死的病例。能不能请您就这类病毒发展的规律和疾病传播的规律谈一谈，预期未来大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是否存在病毒进一步变异的可能？ 

　　李兰娟：从 1918年到现在，全世界的流感大流行也是十年一变，新病毒都是不断地变异不断地产生。变是永恒的，什么东

西都在变，不变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个规律。 

　　这次针对 H7N9，我们就及时发现是禽感染，采取了有效措施，否则可能就有很多人感染。在浙江，上个月病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很紧张。春节前，病人很多，现在活禽市场关了就没了，我们人为干预了，不让病毒大面积扩散，减少了很多人的感染。

这不像过去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只能任由其发展，目前防控的效果都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利用现在的科技成果，可以及时发现病因，找到防控办法。请您就整个防控 H7N9疫情的过程详细谈

谈？ 

　　李兰娟：H7N9是个新的重组变异的流感病毒。去年三四月份从长三角开始发现以后，当时我们决定溯源，找到这个病毒

是从哪里来的。最后我们从鸡鸭身上分离到了这个病毒跟人分离到的病毒高度同源，同源性 99.4%，证明人感染 H7N9的流感

病毒来自于禽，所以叫人感染 H7N9流感病毒。 



　　财新记者：我记得你们是比较早从活禽市场的鸡鸭分离出这个病毒的？ 

　　李兰娟：我们在发现病毒不到一个月就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通过基因测序证明是活禽市场的禽身上的病毒感染到人，

活禽市场的禽病毒的同源性 99.4% ，就是说人感染的禽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跟活禽市场里禽身上病毒的基因片段 99.4%是一样

的，这叫同源性。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禽感染病毒并不生病，禽不死，人感染了症状很严重，感染不到一个星期就发展成呼吸衰竭，多器官功

能衰竭，呼吸窘迫综合症。因为我们发现是活禽交易市场禽的感染，所以后来我们建议政府把活禽市场关闭掉。去年上半年活

禽市场关闭以后，在上海、江苏、浙江，病人就没有了。这些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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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还是吃大米   

2013年 12月 08日 10:49 分类：未分类 阅读：1652 评论：

0 

本文作者：花栗鼠习作 

作者：贝塔-鱼 

食物除了提供生命维持所需的能量，其中的营养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还会通过方方面面影响人体对于疾病的易感性和恢复能力。然而，无论一

些人和媒体把食疗的效果说得多神，对于疾病的治疗，合理的药物使用仍然难以被单纯的食物摄入所取代。不过，“以食为药”的想法在今后还真有

可能成为现实。近期，日本的科学家就利用转基因技术让大米带有了抵抗轮状病毒的药物成分，用这些大米喂养感染轮状病毒的老鼠，能够显著改

善腹泻的症状。 

这种含在大米中的药物就是抗体，它原本是由体内免疫细胞为了抵抗入侵的病原体而生产的“武器”。对于病毒感染来说，人体内的免疫细胞会

通过识别病毒表面的蛋白质而产生特异的抗体，在抗体结合到这些蛋白质上之后，病毒对于细胞的吸附能力或脱衣壳的过程会受到抑制，其感染细

胞的能力会大为减弱。失去了感染细胞的能力，病毒就不能够有效地复制扩增，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被机体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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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结合于病毒表面的示意图，来源：www.bioway-pku.com】 

很容易想到，如果能够分离到或者在体外制造出这些抗体，那就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由于抗体是的免疫系统直接发挥效应的“武器”，

所以这种抗病毒药物除了效果好，发挥作用也非常快。 

其实一直以来，医生都在使用抗体帮助病人战胜病毒的攻击。比如，在埃博拉病毒和 SARS冠状病毒暴发的时候，医生都曾使用愈后血浆成功

挽救病人的生命，这种愈后血浆是从受到同样病毒感染并痊愈的人体内分离到的，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特异性抗体；在被犬等动物咬伤后，如果伤

口较大，或者犬有疑似狂犬病的症状，医生在注射狂犬病疫苗的同时还会增加注射人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感染的风险，而免疫球

蛋白就是抗体的另一个名字。 

日本科学家制造的“大米武器”所针对的轮状病毒（rotavirus, RV）是引起人类非细菌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RV感染也是导致是婴幼儿腹泻

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每年死于腹泻的儿童约 330万名，其中 87万是死于 RV感染。我国婴幼儿腹泻多发于秋冬季，其中 40-60%是由于感染了 RV。 

RV主要通过消化道途径传播，人在感染 RV后通常会出现呕吐和腹泻等症状，但因个体性差异，以及感染 RV的型别不同，有些人仅会出现隐

性感染，没有明显的症状，而有些人则会出现严重的肠炎和脱水，甚至死亡。 

 

【轮状病毒电镜图，右侧图片添加伪彩 来源：tupian.hudong.com】 

用于预防 RV感染的疫苗已经问世，但这些疫苗的有效率仅能达到 85%-90%。同时，对于一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个体，使用 RV减毒活疫苗非

但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有被感染的风险。幸运的是，针对 RV的抗体已经被研制出来，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经通过了临床试验验证 。 



然而，生产这种抗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教会”一种称之为酵母的单细胞真菌来制造抗体，为了让酵母高效

的工作，我们还要为它提供“舒适”的环境。酵母生产出来的抗体在进行严格的纯化和检测后才能给病人使用。这样的生产过程需要复杂的工艺和设

备，而且产量有限，价格当然不会便宜。除此之外，为了保持良好的抗病毒能力，抗体在制造出来后需要在非常严格的冷藏条件下保存，所以运输

的成本也会很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们同样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把编码 RV抗体的基因放进了大米的基因组，从而把大

米变成了生产抗体的“机器”。由于大米可以直接食用，我们就不需要花力气把抗体纯化出来了。 

实际上，这种利用大米生产出来的只是抗体上负责结合病毒的片段，这样的抗体片段不但具有很强的热稳定性，还能够抵抗胃蛋白酶和胃酸。

在实验中，科学家先把这些大米用 94摄氏度的高温加热半个小时，再去喂养 RV感染的老鼠，结果依然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可以

用这样的大米蒸一锅香喷喷的米饭或者做成米粉糊，再配上美味可口的菜肴，而不用担心有效成分被破坏。 

除了使用方便，抗体转基因大米的优势还有很多。首先，制造这种大米种子的技术已经很成熟，种植条件也和一般的大米类似，而不需要复杂

的设备和严格的无菌工艺；其次，这种大米中的抗体含量很高，对于 6到 24个月大的婴儿或幼儿，每天服用 20-30克米粉就能达到治疗剂量；另

外，这种大米在室温保存一年以上，其中的抗体成分都不会失效，所以储存和运输起来也相当方便。由于不需要冷链运输，抗体大米可以很容易地

送到偏远落后地区。说了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抗体转基因大米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 RV抗体生产和使用的成本。 

这种大米刚刚在实验室中研制出来，虽然动物实验的结果已经表明它具有很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在给病人使用前还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试

验。利用同样的方法，科学家们已经制造出了用于预防霍乱的大米疫苗，并且开始尝试制造针对其他肠道病毒感染和非感染性肠道疾病的转基因大

米。 

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用于承载药物的食材种类会越来越丰富。今后去医院看病，医生开的处方不是让你屁股上挨一针，也不是给你一大堆难

以下咽的药片，而是丰富多彩的食材，那将是一件多么让人欣慰的事情。 

 

http://songshuhui.blog.caixin.com/archives/64782 

研究确认 SARS病毒来源于中华菊头蝠  

2013年 11月 01日 15:51 来源于 财新网 

十年前 SARS在中国大爆发的病毒传播链初步获得还原；病毒有无可能直接从蝙蝠传给人类，尚需进一步研究 

 

中华菊头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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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SARS抢“险” 

祝贺《SARS调查》出版 

评估禽流感经济影响 SARS可作镜鉴 

WHO暂不发布中东 SARS病毒全球警报 

H7N9禽流感不会重蹈 SARS覆辙 

　　【财新网】（实习记者 韩晓梅）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中华菊头蝠是 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和最终源头，且可以确认

SARS病毒来源于中国本土。SARS是英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缩写，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又称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 

　　2013年 10月 30日，该研究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研究显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研究员石正丽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从中国云南野生中华菊头蝠的排泄物中，分离到了一株 SARS样冠状病毒（SARS-like 

CoV），与 SARS病毒高度同源。 

　　石正丽向财新记者介绍，研究团队经过遗传信息和功能研究两方面的分析，发现从中国云南的中华菊头蝠中分离出的 SARS

样冠状病毒，与 SARS病毒非常相似，亲缘关系很近，可以确定 SARS病毒来源于中国本土。 

　　此前，非洲、欧洲等国也曾在蝙蝠体内检测到与SARS病毒相似的SARS样冠状病毒，但都与其亲缘关系差距较远，不是SARS

病毒的近亲。 

　　已有的流行病学证据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是 2003年中国 SARS大爆发的直接来源。石正丽团

队的研究成果则证明，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中华菊头蝠。 

　　石正丽告诉财新记者，现在有更充足的证据，来推测当年 SARS爆发的方式。中华菊头蝠作为自然宿主，携带病毒，本身

不得病；而果子狸是 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她说，“从中华菊头蝠传播到养殖场的果子狸，养殖场的果子狸进入市场之后，

可能发生了变异，病毒快速传播开来。” 

　　事实上，自 2004年起，石正丽团队已开始从事 SARS病毒溯源研究，并发现蝙蝠携带有类 SARS病毒，研究成果曾于 2005

年发表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提出蝙蝠是 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 

　　不过，2005年检测到的病毒与 SARS病毒的亲缘关系不是特别接近，虽然从生物学进化分析上可以说与 SARS病毒同源，

还是受到质疑证据不够充分。这次分离到的病毒则与 SARS病毒亲缘关系更近，可以进一步证实中华菊头蝠是 SARS病毒的源

头。 

　　本次研究中，石正丽团队通过细胞学实验，还发现从中华菊头蝠中分离出的 SARS样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猪、猴以及

蝙蝠的多种细胞。石正丽表示，从细胞学实验推测，该病毒存在传播人类的潜在风险，但病毒从野生动物直接传播到人的几率

很小，该病毒有没有可能直接从蝙蝠传给人类，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华菊头蝠，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中型菊头蝠，广泛分布于中国的西南、华南、香港等地，尼泊尔、印度北部及越南也有分

布。研究人员表示，蝙蝠是害虫的天敌，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从疾病预防的角度讲，要对该病毒潜在的风险进行关注，疾病预

防部门应关注蝙蝠栖息地附近居住人群呼吸道疾病发病之前的动物接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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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暂不发布中东 SARS病毒全球警报  

2013年 07月 18日 14:15 来源于 财新网 

该病毒目前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传播，因此暂时不需要发布旅行禁令 

相关报道 

H7N9禽流感不会重蹈 SARS覆辙 

评估禽流感经济影响 SARS可作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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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发布新型类 SARS病毒临时定义 

五丹麦居民疑似感染类 SARS病毒 

祝贺《SARS调查》出版 

财经速览（2003年 9月 5日） 

SARS危机，营销良机? 

SARS：坏事变好事 

警惕 SARS后遗症 

SARS仍未结束 

　　 

【财新网】（记者 刘虹桥） 

7月 17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卫生条例》（IHR）框架下召集第二次突发事件委员会电话会议，就“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

疫情进行全面评估。经专家组决议，目前疫情流行状况尚未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卫组织暂未发

布旅行禁令。 

　　从 2012年夏天开始，一种与 SARS类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沙特阿拉伯夺命，进而扩散到其他国家。 

　　感染此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并伴有急性肾衰竭。据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

统统计，自 2012年 9月至今，全球共确诊 82例感染病例，其中 45人死亡。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已经被研究人员称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 

　　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

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寻常事件。 

　　此次会议以电话会议的形式举行，参会代表包括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专家顾问以及部分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其中

有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突尼斯。 

　　世卫组织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透露，目前的疫情尚未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于委员会建议，世卫组织

总干事宣布，即便MERS现状严峻并极受关注，但目前尚未进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阶段。 

　　在 2009年的新型 H1N1流感病毒出现时，就发布了全球警报。 

　　目前，对MERS的研究仍在继续，但研究者对此种新型冠状病毒仍旧知之甚少——其动物传染源和传播渠道尚未被发现，

人际间的传播机制暂时不明，已出现疫情地区的轻微病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也未可知，且暂无有效治疗方法。 

　　此前曾有媒体分析称，世卫组织之所以在伊斯兰教斋月的次日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商议MERS，乃是考虑到一年一度的穆

斯林麦加朝圣即将于 10月开始，而沙特是该病毒的首发地和主要发病区，在 82个感染病例中，65例与沙特有关，且沙特此前

已出现人群发病现象。 

　　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助理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在会后的媒体发布会上通报称，在对疫情风险进行评估后，突发事件

委员会认为该病毒目前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传播，因此暂时不需要发布旅行禁令。 

　　即便如此，突发事件委员会仍旧为世卫组织及其成员国提供了一系列技术参考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加强对疫情的监测、对

接触者进行追踪和血清检查、提出与旅行相关的指导意见、对疫情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改进数据收集方法以确保所有确诊病例

和疑似病例得以及时报告。 

　　世卫组织秘书处表示，世卫组织将继续向其成员国提供疫情的定期通报，并计划于今年 9月再次召开应急委员会会议。但

若疫情出现严重变化，突发事件委员会将随时召开会议做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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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成立紧急工作组应对新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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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7月 12日 16:30 来源于 财新网 

自 2012年 9月至今，世卫组织已在全球范围内确认 81例该病毒感染者，其中 45例已死亡。该病毒未来会不会带来疫情大暴发？ 

相关报道 

意大利报告两例新增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法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突尼斯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 

法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 与首例感染者有接触 

　　 

【财新网】（记者 刘虹桥）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7月 11日消息，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针对目前疫情情况提供独立专家意见，世卫组织已在《国

际卫生条例（IHR）》原则指导下召集紧急委员会，并成立专门工作组。 

　　7月 9日，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该紧急委员会的工作组成员由来自世卫组织成员国的公共卫生、流行病

学、病毒学及相关领域的国际专家组成。7月 17日，该委员会将举行第二次会议。 

　　在 7月 5日的一次媒体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助理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强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前尚未进入

紧急状态，也未大范围流行。然而，对于该病毒宿主的众多特征，以及轻度感染或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有多少等信息，世卫组织

及其专家知之甚少，而这些信息的缺失使得研究者难以对该病毒未来的流行趋势作出全面考量。 

　　福田敬二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未来有三种可能的发展趋势：简单消亡、依照现有模式持续一段时间、出现更多感染病例或

者出现疫情爆发。正是基于对现有情况与科学认知间的差异，世卫组织决定在《国际卫生条例》原则指导下召集紧急委员会商

议对策。 

　　《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项旨在帮助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具有跨国威胁的紧急公共卫生风险的国际法律。此次是《国际卫生

条例》自 2007年 6月 15日生效以来，世卫组织第二次召集紧急工作组应对流行病疫情。在 2009年，世卫组织曾就 H1N1流

感的流行召集紧急工作组。 

　　此种新型冠状病毒最初于 2012年 9月在沙特被发现。感染此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

并伴有急性肾衰竭。9月 25日，世卫组织首次发布该种新型病毒的临时定义，其后数次更新病例定义。 

　　2013年 5月 28日，世卫组织在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的建议下，正式将该种新型冠状病毒名称定为“中

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据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统计，自 2012年 9月至今，世卫组织已在全球范围内确认 81例经实验室确诊的中东

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者，其中 45例已死亡。 

　　世卫组织报告显示，虽然此前已在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中发现感染病例，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表明该病毒是否具有人际传

播能力。 

　　目前报告确诊病例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卡塔尔、突尼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中东、北非地

区和欧洲国家。中国尚未报告相关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目前尚未针对该病毒发布旅行和贸易的限制性措施。但考虑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伊斯兰斋月和即将于 10月到来的麦

加朝圣，世卫组织已在着手为参加这些大规模聚会的旅行者提供旅行和健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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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患者为日前意大利向世卫组织通报的首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分别为 2岁和 42岁的女性，目前情况稳定 

相关报道 

法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个人化医疗及癌症治疗的投资机遇 

突尼斯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北京拟上调医疗机构护理费 

影星动手术提振医疗股 

新冠状病毒很可能人际传播 

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 

法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 与首例感染者有接触 

法国出现首例类似非典病例 

医疗救援正向剩余 4个乡镇全力覆盖 

　　据新华社 6月 2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2日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卫生部又报告两例经实验室确诊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

冠状病毒”病例。 

　　据介绍，两名患者为日前意大利向世卫组织通报的首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分别为 2岁和 42岁的女性，目前情况稳定。 

　　意大利首例确诊患者为一名 45岁的男性，有近期前往约旦的旅行史。他 5月 25日返回意大利时，出现咳嗽和疲劳症状，

后因病情恶化，于 28日入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据世卫组织介绍，目前中东地区的约旦、卡塔尔、沙特以及阿联酋都有报告病例；法国、德国、意大利、突尼斯和英国也

有确诊病例报告，包括由别国转送到上述国家进行治疗以及从中东地区回国后发病的病例。世卫组织鼓励所有成员国继续对严

重急性呼吸系统感染进行监控并仔细检查任何异常病例。近期从中东地区返回的旅行者如出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感染，应对其

进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检测。 

　　世卫组织再次强调医疗卫生机构系统实施感染防控的重要性。世卫组织说，向疑似或确诊感染“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

病毒”的病患提供治疗的医疗卫生机构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病毒向其他病患、医疗工作者和访客传播的风险。 

　　自 2012年 9月至今，世卫组织已收到全球报告的确诊“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53例，其中 30例死亡。

（新华社记者 吴陈　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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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出现“类似非典”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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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出现“类似非典”疫情  

5月 12日凌晨，法国卫生部长玛丽索尔.杜海娜出现在外省城市里尔，宣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法国发现了两例新型病毒性传染病

——“新冠状病毒”疫病，其中一人疑似在阿拉伯半岛感染，另一人则是第一人的“密切接触者”。 

这一新闻立即在法国、乃至欧洲引发轰动、甚至恐慌：“新冠状病毒”是个陌生而拗口的名词，感染者症状为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和呼吸

困难，按照世卫组织和英、法等国卫生专业研究机构的说法，这种呼吸系统病毒疫情酷似另一种曾让人不寒而栗的疫病——非典。而第二例确诊者

系第一例密切接触者的事实，又近乎确认人们最担心的病毒性传染病传播方式“人传人”业已发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近似非典”并非突发性疫病，而是早在去年 8、9月间，就在沙特阿拉伯首先发现，并相继在阿联酋、约旦等地发

现疫情。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自去年 9月至今，在全球范围内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共 34例，其中死亡 18例，死亡率高达 53%。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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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前，沙特卫生部的公告称，沙特本国确诊了 24例，其中死亡 15例，死亡率更高达 62.5%。由于沙特本国卫生部门缺乏对付这类传染病的

经验，该国卫生部早已吁请世卫组织和若干发达国家派遣专家进行评估，并提供指导、建议和必要协助。 

在法国此次发现疫情和确诊病例前，英国、德国已分别发现了四例和两例确诊疫情，这些确诊患者无一例外去过沙特或其周边国家，其中

一名英国人在去巴基斯坦和沙特旅行回国后被发现、确诊，其密切接触者共 103人中有两人同样染疫，尽管英国健康保护局（HPA）认定“人类之间

传染该疫病证据不足”而未予重视，但相关通告早已在各国卫生系统间传播。 

简单地说，“新冠状病毒”是早已发现、确认大半年，死亡率很高，且已在欧洲零星传播的新型病毒疫病，作为与英国一衣带水、人员交往

频繁，且拥有世界顶尖医疗科技、在应对病毒性传染疫情方面经验丰富的法国，本不应对此掉以轻心，疏于防范。但不可能的事的确发生了。 

据法国《观点报》报道称，第一名法国确诊患者 65岁，今年 4月 9-17日随一个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 39人参观团，走访了几个非

洲国家，回国后不久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和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即自行去北瓦朗谢讷医院就诊。 

这些症状具有典型传染病特征，即便不被联想到非典或“新冠状病毒”，医院也理应谨慎对待，然而北瓦朗谢讷医院竟让患者和普通患者同

住一间病房，结果 60岁的第二名患者很快出现了相同症状，目前两人病情均出现恶化，并被移送加护病房。 

作为拥有病毒性疫病研究圣殿——巴斯德研究所的法国，出现这种“灯下黑”是令人惊异的。按照欧洲一些分析人士的分析，之所以如此，原

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疫情不重，且西欧离疫区较远，卫生条件好，无需庸人自扰。 

尽管世卫组织和 HPA等机构虽很早就掌握“新冠状病毒”疫情出现的信息，并开始加以研究、应对，但由于发病率不高，传播面不广，且迟

迟未确认出现“人传人”、尤其最令人担心的“群体间广泛传播”和“从人到人的连续传播”状况，因此迟迟未发布旅行警告。一些研究者甚至在疫情已

开始扩散后仍然认为，和非典几个月内就出现 8000例确诊病例相比，可能已存在一年以上的“新冠状病毒”不过确诊几十例，“人们无需过于担心”，

就在法国出现两例确诊前夕，HPA还发表研究报告，称“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业已发生”，这无疑也让法国同行们掉以轻心。甚至，当第一例患者确

诊、同病房的病友出现疑似症状，并被紧急送去检验后，法国巴黎比沙医院院长雅思当.雅思当巴那赫还抱着侥幸心理，期待检验结果为阴性（尽管

他事后表示“已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事实证明，防范、应对突发性疫情的关键，不仅在于医疗条件、卫生水准等“硬件”，也在于警惕性、责任心等“软件”，即便法国这样医学发

达、社会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软件太软”也依然会造成“灯下黑”，给无孔不入的病毒疫情以可乘之机。 

毕竟是医学昌明、应对突发性病毒传染病经验丰富的国家，法国在第一例患者确诊后的动作是迅速、周密的：第一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124

人、第二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38人很快被隔离，医学专家开始出现在媒体上传播预防注意事项，提醒前往中近东旅客注意防范的卫生部单页、海

报，也已出现在机场等处。 

然而亡羊补牢，终究不如曲突徙薪，如果说第一例患者的染疫，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抗力”所致，那么倘各方面尽到“人事”，第二例确诊者本

不应出现，且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倘此次传播的疫病并非“近似非典”但并非非典的“新冠状病毒”，而是如当年非典那样凶猛的恶行传染病，仅

此百密一疏，便足以造成严重后果。 

先进的科技、现代化的设备，都不能替代有关机构的责任心和作为。成熟、发达的法国尚且会因一时之疏失而“灯下黑”，各方面条件逊色

得多的国家，就更应以“软件之硬”，去弥补“硬件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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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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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全球通报了 44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其中 24人死亡；这种新型

病毒似乎可以通过人际传播，但是必须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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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 

法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 与首例感染者有接触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增至七例 

世卫组织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 

国际旅行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 

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财新网】（综合媒体报道）据新华社消息，法国卫生总局 5月 28日宣布，法国首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死亡，这也是

法国出现的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 

　　死者为 65岁的男性，此前曾前往阿联酋旅行，回国后曾在法国北部一家医院住院，当时尚未确诊，因此未被隔离，与他住

同一病房的另一名患者在此期间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后，两患者均被送至法国里尔一家医院接受重症监护。 

　　这家医院在当天发表的公报中证实首名患者死于器官衰竭，并指出第二名患者“状况不容乐观”。 

　　世界卫生组织 5月 28日宣布，世卫组织已接受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的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名称定为

“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并在最新一期疫情通报中使用了这一新名称。迄今,“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在全

球向世卫组织通报了 44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其中 24人死亡。 

　　由于眼下沙特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灾区”，已确诊 30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日前赴

沙特进行考察。他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告诉媒体记者，迄今没有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能够在社区间普遍传播，然而，最令人担

忧的是，多个国家出现不同的聚集性感染病例，越来越支持这一新型冠状病毒能够在密切接触情况下人传人。世卫组织表示，

将帮助沙特进一步研究该病毒，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麦加朝圣开始前给出适当建议。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卫生专家说，福田所说“密切接触”，指与一名已经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在狭小、封闭空间内长

时间接触。由于事情敏感，这名专家不愿公开姓名。 

　　福田说，据他了解，沙特今年确诊的一些病例直接或间接关联同一家医院。路透社报道，那家私立医院名为穆萨综合医院，

位于艾赫萨地区胡富夫镇。而法国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确诊前也曾住同一病房。 

　　沙特《利雅得报》报道说，新型冠状病毒虽出现在沙特，但沙特并不是惟一的受害国家。在中东地区的约旦和阿联酋，以

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同样出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世卫组织表示，关于这种新型病毒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这种新型病毒似乎可以通过人际传播，但是必须有长时间的密切接

触。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日前透露，将在未来几周内再派出第二支专家组赴沙特。陈冯富珍强调，目前人们还不知道该病

毒的潜伏期是多久以及它具体的传播途径，在没有合适的风险评估之前，尚不能就旅行限制做出建议。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卫生

部门保持高度警戒，对于刚刚从中东地区旅行归来并出现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应检查是否感染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她认为，面对病毒扩散的问题，并非单一国家能处理的事，呼吁国际社会，与沙特地阿拉伯及突尼西亚加强合作。

 

　　 
（财新记者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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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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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网消息 据英国媒体报道，突尼斯卫生部 21日称，该国一名 66岁的男子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该男子此前曾到过

沙特。 

　　突尼斯卫生部发言人称，这名男子本身患有糖尿病，在一家医院死亡。这是突尼斯出现的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 

　　“检测显示，该男子的两个儿子也感染了相同的病毒，目前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该发言人说。 

　　新型冠状病毒的缩写为 nCoV，被命名为中东地区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与感冒病毒及 SARS病毒属于同一家族。 

　　迄今为止，报告出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国家有沙特、约旦、卡塔尔、英国、德国和法国，其中大多数病例出现在沙

特。 

 

 

（本文由证券时报网授权财新网刊发，未经书面许可，不得部分或全文翻印、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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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  

2013年 05月 21日 08:33 来源于 财新网 

确认一名 66岁男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在医院死亡，这是突尼斯出现的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该男子的两名家庭成员也感染了同样的病

毒 

相关报道 

法国出现首例类似非典病例 

袭击美驻班加西领事馆疑犯在突尼斯被捕 

突尼斯外交部就“误伤”埃及渔民表示遗憾 

非典型降息如何见效？ 

澳新银行：中国非典型降息大胆新颖 

突尼斯总统会见叙利亚反对派代表 

劳教“非典”造谣者弊大于利 

“河北再现非典”造谣者被处劳教两年 

突尼斯外长：叙利亚需要倾听抗议者的声音 

突尼斯公布制宪议会选举临时结果 

　　据新华社 5月 20日报道，突尼斯卫生部 20日发布公报，确认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在医院死亡。这是突尼斯出现的

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 

　　突尼斯国家新型疾病观察中心负责人阿舒尔说，死亡的突尼斯男子今年 66岁，曾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参加朝圣旅行。

该男子回突尼斯后感到呼吸困难，后被送往东部城市莫纳斯提尔的一家医院。经过实验分析确认，该男子的两名家庭成员也感

染了同样的病毒，目前两人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阿舒尔说，这证明该病毒具有人际传播的能力。 

　　阿舒尔承认目前该病毒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他呼吁突尼斯政府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截至目前，突

尼斯境内还没有发现其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截至本月 18日，全球共向世卫组织通报了 4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室确诊病例，其中 20

例死亡。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若干中东国家受到影响，法国、德国、英国等三个欧洲国家也通报

了感染此病毒的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于去年在沙特首先被发现，它与非典病毒同属冠状病毒，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征并伴有急性

肾衰竭。（新华社记者陈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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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新增两例类 SARS病毒死亡病例 概念股或遭爆炒 

2013年 05月 15日 10:43 来源于 财新网 

　　证券时报网消息   

　　商务部网站消息，沙特卫生部 12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公告称，沙特新增两例新型冠状病毒(类 SARS)死亡病例。2013年以来，

沙特已确诊 15例，其中 9人死亡。目前，全球通报确诊病例 32例，死亡 20例。 

　　另据悉，沙特多家媒体报道，沙特卫生大臣拉比阿在 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并不仅仅局限在东部阿

哈撒，之前在利雅得、吉达、达曼等主要城市也有感染病例报告。自 2012年夏天以来，沙特已确诊 24例病例，其中 15人死亡。

拉比阿还透露，目前有 3例疑似病例正在检验中，其中包括对之前检测呈阴性的疑似病例进行复检。 

　　此前，法国卫生部证实，法国再添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A股市场上，SARS概念股或有望被爆炒，关注：莱茵生物、智飞生物、沃森生物、天坛生物、安科生物、华兰生物等股。 

　　  

　　个股分析： 

　　莱茵生物：主营植物提取行业：公司主要从事包括罗汉果甜甙(罗汉果提取物)、ROSAVINS(红景天提取物)、花色甙(越橘提

取物)、原花青素(葡萄籽、皮提取物)、枸杞多糖(枸杞果提取物)等植物功能成份高纯度单体和标准化提取物生产、销售，现已

形成年处理 3000吨原材料生产能力，产品 95%以上用于出口，与美、德、日、韩、加、法、澳、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80余家

天然药品、食品、保健品及化妆品制造企业和医药原料贸易商建立稳定业务关系。另外，公司业务中包括从八角中提取制造物

——莽草酸，该产品是生产“达菲”的原料。 

　　技术优势：公司已系统地掌握一整套植物提取物研发、生产技术诀窍和关键工艺，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系列核心技术，

技术中心已开发出 200多个产品，60多个产品经国外独立检测机构严格检测，采用植物提取工艺包括低温膜分离技术、生物发

酵、柱层析、动态逆流萃取等，有提取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收率更高优势，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通过改进和调整提取技术使

提取物达到国际市场要求企业之一。自成立以来，公司共申报专利 52项，全部为发明专利，已获授权专利 23项，尚有 16项专

利正在审查中。 

　　智飞生物：民企疫苗领先：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具有丰富自主疫苗产品系列的厂家之一，目前拥有 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微卡（注射用母牛分支杆菌）等自主产品和 Hib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等代理产

品。其中微卡为国内外独家产品，是 WHO在结核病免疫治疗方案中唯一推荐的品种。 

　　病毒类疫苗：公司合作开发的病毒类疫苗主要有手足口病疫苗、混合型乙型肝炎治疗性疫苗、治疗用乙肝疫苗基础实验研

究、新型结核病疫苗等共 7项。其中手足口病疫苗临床实验于 2011年 12月获得北京食品药监局受理。其他类疫苗正在研发阶

段，尚未申请临床批件。“手足口病疫苗”拟用于 3月龄以上儿童，预防由肠道病毒 71型引起的手足口病。目前国内尚没有该

疫苗产品上市。 

　　2012年 8月，全资子公司北京绿竹 Hib疫苗获药品 GMP证书，有效期 5年(2012年 8月 17日-2017年 8月 16日)，近期将

正式投产，预计 4-5个月可上市销售。2009-2011年代理 Hib疫苗销售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 47%、59%、53%，毛利率分别为

48%、43%、45%，自产 Hib疫苗毛利率预计达 90%。产品用于预防 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脑膜炎、肺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

主要适用 2月龄-5周岁儿童。自主 Hib疫苗定位高端产品，与代理 Hib在性能、价格、消费人群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上市后将

与代理产品形成错位营销。公司代理兰州所 Hib疫苗以来，保持 50%左右市场份额。2013年 1月，公司首批自主 Hib疫苗(喜菲

贝)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研究检定院质量检定，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在通过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流程后，已陆续

进入当地疫苗流通应用领域。 

　　  

　　沃森生物：主营疫苗：公司是国家级的企业疫苗研发技术中心和疫苗产业化基地，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等多项

国家级、省级重大项目。专注于疫苗领域发展，在 13个疫苗产品的开发研制上取得显著成果。公司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主导产品第一个疫苗 Hib及第二个疫苗冻干 A、C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上市即取得良好业绩。除此之外还开发出 9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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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价肺炎系列疫苗、新型佐剂 CpG乙肝疫苗和 Hib+白百破四联疫苗等，涵盖了细菌性疫苗、病毒性疫苗、基因工程疫苗、新型

佐剂疫苗、联合疫苗等领域。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222480.5万元投入 6个项目。其中两个重点核心项目“冻干 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示

范工程等—玉溪沃森疫苗产业园二期工程扩建项目 14868万元”和“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产业化建设项目 19918万元（追

加投资 1亿元，原 9500.95万元）”。产业园扩建项目计划在 2年内建成包括 4个以上疫苗品种，年产能 3500万支的现代化疫

苗生产线。项目投产后第五年预计营业收入可达 66600万元，净利润可达 25507.16万元。疫苗产业化项目达产后可最终形成 800

万人份/年（原 500万人份/年）的疫苗产能。该项目可实现营业收入 31200万元（原 7500万元），净利润 8819.95万元（原

1869.41万元）。其余四个项目分别为疫苗研发中心扩建、信息化建设、营销网络建设和营运资金项目合计投入 198111.55万元。 

　　天坛生物：主营疫苗生产：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疫苗生产厂家之一，也是最具竞争力的生物制药厂家之一，拥有 30余种

产品文号，主导产品包括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麻风二联疫苗、麻腮风三联疫苗、Vero细胞乙型脑炎灭活

疫苗、人血白蛋白、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各种诊断试剂等。部分主导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 40%以上的市场份额。公司于 1997

年首家获国家批准正式生产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公司生产的麻腮风三联疫苗为国内首创，在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和接

种后反应性及免疫原性方面也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国内首家获得许可的生产经营单位。 

　　2011年 11月，公司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脊髓灰质炎疫苗(OPV)进行业务合作并签署资助、贷款协议。同意

由基金会以资助和中长期贷款形式向公司提供 2373万美元，用于支持公司正建设的亦庄疫苗产业基地 OPV扩产项目。公司将在

车间建成并通过 WHO预认证后，以协议价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 OPV疫苗，用于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2013年公司获得

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人二倍体细胞）”（液体 OPV）生产批件。公司将在亦庄疫苗产业基地建成后实现产品转产，

并为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 OPV疫苗项目奠定基础。 

　　  

　　安科生物：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已形成了以生物制药为主、现代中药与新型化药并举的产

业格局，并逐步形成了包括病毒性疾病、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妇科及生殖疾病等领域在内的多品种、多剂型的产品线，产品

覆盖全国一千家以上的大中型医院。在基因重组药物排名前列的企业中，公司是同时获得干扰素和生长激素两类生物制品生产

批文的生产厂商，也是国内干扰素剂型最多的生产企业；是生长激素国内取得烧伤适应症生产批件仅有的两家企业之一。 

　　重组人干扰素α2b―安达芬系列制剂、重组人生长激素―安苏萌、抗精子抗体检测试剂盒安思宝等生物制品；百年中华老

字号余良卿橡胶膏剂、合剂、颗粒剂、硬胶囊剂、酊剂、软膏剂、膏药剂等七种剂型中药品种；阿德福韦酯片、头孢克洛分散

片、贝诺酯分散片、阿奇霉素散剂、阿莫西林颗粒、头孢胶囊、颗粒、头孢拉定胶囊、氨咖黄敏胶囊等化药合成品种。 

　　华兰生物：公司是国内首家通过 GMP认证的血液制品企业，国内行业中产品品种最多、血浆综合利用率最高的企业之一，

能从血浆中提取人血白蛋白等 11个品种、38个规格的产品，生产规模、品种规格、市场覆盖和主导产品产销量均居国内同行业

首位，并占据着稳定的市场份额，拥有忠诚度较高的客户群。2009-2012年毛利率分别为 76.03%、76.71%、70.22%、59.88%。

截止 2012年末公司共 13家浆站，其中贵州 1家，广西 4家，重庆 7家，河南 1家。2013年 2月，石柱县单采血浆站取得《单

采血浆许可证》，采浆区域核定为重庆市石柱县行政区域内，有效期限自 2013年 2月 7日至 2015年 2月 6日。2012年 10月，

公司血液制品新车间通过 GMP认证。2012年 11月，公司在长垣县设置一所单采血浆站，该单采血浆站已建成并通过验收后。 

　　疫苗业务：2011年公司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二车间通过了新版 GMP认证并向世卫组织递交了预认证申请，2012年 6月公司流

感病毒裂解疫苗 WHO预认证资料通过 WHO初审，2012年 11月公司向 WHO寄出了连续三个批次的流感样品，开展产品检测工作；

小儿剂型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和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汉逊酵母）开始销售；重庆子公司取得人血白蛋白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生产

文号并接受了国家新版 GMP认证现场检查，即将投产。2012年疫苗公司申报了手足口病疫苗的临床，目前正在国家药审中心进

行技术审评。公司已经上市的疫苗共计 4个品种，分别是成人流感疫苗、儿童流感疫苗、流脑 ACYW135四价多糖疫苗、乙肝疫

苗。 

 

 

（本文由证券时报网授权财新网刊发，未经书面许可，不得部分或全文翻印、转载） 

版面编辑：李禹谖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3-05-15/100528170.html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3-05-15/100528170.html


新冠状病毒很可能人际传播 

短视频 2013年 05月 14日 10:30 记者 黄蒂 

患者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和肾衰竭症状；世界卫生组织称感染病例倾向于支持人际传播假设；中东和欧洲已有数十个

病例 

　　【财新网】（财新记者 黄蒂） 

　　在中东和欧洲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引起全球性的关注。感染该病毒的患者大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

并伴有急性肾衰竭。沙特阿拉伯东部的谢赫一家有四人先后出现了感染症状，其中最年长的父亲已经去世。 

　　【病毒感染者 侯赛因·谢赫】 

　　我父亲去世后，第一个被感染的是我，我病得很重，所以被送到重症监护病房(ICU)，然后我我哥哥也病了，他现在

还在重症看护病房里，单元他能好转吧，然后我妹妹也病了。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种新型病毒与著名的非典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两者虽有很大不同，但新病毒通过人际传

播的可能性很大。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 福田敬二】 

　　目前我们最关注的一点是，多个国家、不同感染群体的情况越来越倾向支持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在有密切接触的时

候，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际传播。 

　　除了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等国，英国和法国也已经发现了新病毒的病例，感染者近期都曾去过中东地区。 

　　财新网综合报道 

责任编辑：王嘉鹏(ZN006) | 版面编辑：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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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状病毒很可能人际传播 

短视频 2013年 05月 14日 08:29 记者 黄蒂 

患者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和肾衰竭症状；世界卫生组织称感染病例倾向于支持人际传播假设；中东和欧洲已有数十个

病例 

　　【财新网】（记者 黄蒂）在中东和欧洲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引起全球性的关注。感染该病毒的患者大多会出现

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并伴有急性肾衰竭。沙特阿拉伯东部的谢赫一家有四人先后出现了感染症状，其中最年长的父亲已经

去世。 

　　【病毒感染者 侯赛因·谢赫】 

　　我父亲去世后，第一个被感染的是我，我病得很重，所以被送到重症监护病房(ICU)，然后我我哥哥也病了，他现在

还在重症看护病房里，单元他能好转吧，然后我妹妹也病了。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种新型病毒与著名的非典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两者虽有很大不同，但新病毒通过人际传

播的可能性很大。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 福田敬二】 

http://video.caixin.com/2013-05-14/100527591.html


　　目前我们最关注的一点是，多个国家、不同感染群体的情况越来越倾向支持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在有密切接触的时

候，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际传播。 

　  除了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等国，英国和法国也已经发现了新病毒的病例，感染者近期都曾去过中东地区。 

　　财新网综合报道 

责任编辑：王嘉鹏(ZN006) | 版面编辑：冯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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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  

2013年 05月 13日 11:55 来源于 财新网 

截至 5月 12日晚间，全球已确诊 3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其中 20人死亡。目前还没有出现此种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中大面积流行的征兆 

相关报道 

法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 与首例感染者有接触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增至七例 

世卫组织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 

国际旅行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 

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财新网】（记者 刘虹桥） 

据新华网 5月 12日消息，正在沙特考察的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Keiji Fukuda）日前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密切

接触者中人传人。 

　　据世卫组织 5月 9日发布的疫情通报，截至当日，全球共确诊 3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其中 18人死亡。财新记者收集

新报告病例数据发现，截至 5月 12日晚，全球已确诊 3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其中 20人死亡。 

　　据路透社 5月 12日报道，“最引人关注的事实是，出现在多国的不同感染群都在支持这一假设——在密切接触下，新型

冠状病毒可以从人到人传播。”福田敬二说。 

　　福田敬二表示，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中大面积流行的征兆。但他强调，因密切接触该病毒导致的新增

传染问题，依旧令人担忧。 

　　此种新型冠状病毒于 2012年在沙特首先被发现。世卫组织此前通报显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与 2002年冬到 2003年春肆

虐全球的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但两者有很大不同。 

　　2012年 9月 25日，世卫组织发布了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临时定义，其后数次更新病例定义。世卫组织资料显示，感染此种

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并伴有急性肾衰竭。 

　　今年 2月，英国先后报告三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案例。这三名感染者为亲属关系，首名确诊感染者曾在患病前去过巴基斯

坦和沙特，而随后确诊的两名感染者此前一段时期未有出境经历，这意味着他们是在英国境内感染此病毒的。 

　　2、3月间，英国确诊的这三名感染者，有两名先后死亡。世卫组织在随后的通报中称，这两例确诊病例为新型冠状病毒的

人际传播能力提供了较有力的证据，但尚不足以证实这一假设。 

　　3月，阿联酋和沙特陆续确诊新增感染病例。至 5月，沙特新增感染病例迅速增加。5月来，沙特已报告 15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者，这些感染者多来自沙特东部的两家医院。据世卫组织 5月 9日发布的信息，这 15名感染者中已有 7人死亡。 

http://video.caixin.com/2013-05-14/100527529.html
http://www.caixin.com/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3-05-13/100527096.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3-02-22/100493176.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3-02-16/100491210.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2-10-01/100443910.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30/100443830.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9/100443751.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9/100443542.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8/100443092.html?sourceEntityId=100527173
http://reporter.caixin.com/561625/%E5%88%98%E8%99%B9%E6%A1%A5


　　5月 12日，沙特卫生部副部长梅米什（Ziad Memish）对外公布，沙特再增 2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案例。至此，在沙特 5

月确诊的 15名感染者中，共有 9人死亡。 

　　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也于 5月 7日确诊该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据媒体报道，这名感染者刚从阿联酋首都迪拜

度假归来。5月 12日，法国卫生部报告了该国第二例确诊感染病例。在首例感染者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前，上述两人曾共同

住于同一间医院病房。  

责任编辑：张进 | 版面编辑：林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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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 与首例感染者有接触  

2013年 05月 13日 08:46 来源于 财新网 

世卫组织并未直接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能够通过接触在人际间传播，建议组织成员对出现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者进行监控 

相关报道 

法国出现首例类似非典病例 

郑州立交桥下种法国梧桐树 

法国称对华贸易赤字过大 

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 其女友备受关注 

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所购圆明园兽首无偿送交中国 

法国总统奥朗德抵京访华 

法国安盛 39亿元收购天平车险 50%股权 

法国通过同性婚姻法案 

世卫组织：不排除 H7N9人传人可能（更新） 

法国电信 CEO欲减薪抵制政府加税 

　　新华网日内瓦 5月 12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12日发布公报称，法国确诊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这名感染者曾与该

国首名被确诊感染者有接触。 

　　世卫组织在公报中并未直接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能够通过接触在人际间传播，而是援引法国卫生部向该组织的报告内容说，

本月 7日法国确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与首例被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接触的 120人中，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发

现 5名疑似感染者，其中 4人病毒化验结果呈阴性、1人呈阳性，这名感染者上月 27日至 29日曾与法国首例被确诊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者同住在该国北部城市瓦尔谢纳的一家医院病房接受治疗。 

　　世卫组织建议该组织成员对出现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者进行监控，对任何异常病例进行仔细检查。医护人员尤其要对

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地区的以及从那里旅行归来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提高警惕，尽可能将其下呼吸道分泌物样本送检，

确定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世卫组织称，去年 9月至今，全球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共有 34例，其中 18人死亡。该组织强调将继续跟踪疫情发

展状况，建议该组织成员及时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同时指出，目前该组织不建议针对这种疾病实施入境筛查，

也不建议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于去年被发现，与 SARS（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同属冠状病毒，感染者多会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征并伴有

急性肾衰竭。（新华社记者王昭　刘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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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出现首例类似非典病例 

短视频 2013年 05月 09日 11:40 财新记者 田园 

为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病毒同属一科，在中东和欧洲多国都已发现，感染后可能致命 

　　【财新网】（记者 田园）法国卫生部在 5月 8日证实，该国发现了首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这种病毒与

非典（SARS）病毒同属一科，会引起急性呼吸系统症状。 

　　【法国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 玛丽索尔•图雷纳（Marisol Touraine）】 

这名患者 4月 23日在瓦朗谢讷（法国北部城市）入院，之后，4月 29日被转移到杜埃的医疗中心。目前他在重症监护病房隔

离治疗。 

　　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于去年在沙特被发现。在法国之前，约旦、英国和德国也都发现了感染病例。去年 9月以来，

全球已通报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30例，其中 18人死亡。与该病毒同属一科的非典病毒 2003年在全球爆发，造成超过 700人死

亡。 

　　财新网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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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实的 2003年：(5) 既是医生又是记者，边救病人边写

作 

2013年 04月 27日 21:22 分类：未分类 阅读：1424 评论：

0 

我进 SARS病房前，曾向医院保证在抢救病人的同时，也维护好医院的网站。网站的维护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决心让网站每天都有新的内

容，把我院医护人员抢救 SARS病人的事迹、经验及时、准确地在网站上报道，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及时写出有关 SARS的科普文章。反正在 SARS

期间都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里不能回家，我索性联轴转地工作，从病房出来就进网站办公室。 

为了网站的内容丰富，除了及时把我院宣传中心每天有关我院 SARS的新闻、先进事迹及时传到网站里，我还自己当上了记者。 

我们医院是解放前就建立的传染病医院，在传染病消毒隔离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在 SARS期间，我们也总结了许多预防 SARS交叉感染的经验。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经验通过我院网站或媒体告诉全国的医护人员，就能够防止更多的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发生交叉感染得 SARS。于是我利用不值

班的时间到各个病房，找医生护士采访，发现好有经验就动手写出来，发到医院网站中去，一共写了 7篇《采访 SARS病房医生护士实录》，全面

介绍了我院救治 SARS过程中的经验，得到很好的社会反响，并先后被其他媒体录用或转载。其中的《你会戴口罩吗》、《医护人员请保护好自己》、

《医院隔离有技巧》和《传染病医生教大家正确使用隔离防护物品》分别刊登在 2003年 4月 25日、2003年 4月 25日、2003年 4月 30日和 2003

年 5月 6日的《健康报》上。 

为了让公众知道我们抢救 SARS的整个过程和我们医护人员感染 SARS后的真实情况，我对我们医院一位感染 SARS的护士进行了全程跟踪报

道，从 4月 29日这位患者开始患病被隔离，一直到 5月 27日痊愈出院。护士高热不退、呼吸困难，后来又退热后再烧、出现皮疹，每一次的病情

出现波折都牵动了全国许多网民的心。尤其是当我写到护士生病后自己虽然十分害怕，但又一直不敢把自己生病的事情告诉家人，而我们大家又天

天担心她万一出现不测，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医护人员被感染后的情况，更使网民万分担忧。我的这个系列报道成为当时网站中点击率最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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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在 SARS期间，由于最初对疫情的隐瞒和疾病的传播，导致了公众的恐惧。因此特别需要传染病和 SARS的相关科普知识。于是，我针

对 SARS期间社会上的反映，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医生如何寻找疾病元凶》(2003年 4月 1日北京青年报)、《为何新传染病会不断出现》(2003

年 4月 8日北京青年报)、《面对新传染病：恐惧没有用，预防要科学》(2003年 4月 16日健康报) 、《了解呼吸道的抗病能力》(2003年 5月 6

日北京青年报) 、《非典病人最需要什么？》(2003年 5月 16日健康报) 、《不必害怕出院者》(2003年 5月 20日健康报) 、《SARS病人出院后

如何调养》(2003年 6月 10日北京晚报) 、《SARS走了，口罩开口说话了》(2003年 6月 27日健康报)等，短短的 3个月，在网站和报纸上发表

了许多文章。其中《医生“法官”为非典“断案”》(2003年 4月 21日健康报)、《SARS病毒与人类的对话》(2003年 4月 29日健康报)和《寻找冠状

病毒的艰难历程》(2003年 5月 9日健康报)三篇文章是我当年的最得意之作，被许多报刊、杂志转载，尤其是《医生“法官”为非典“断案”》这篇文

章，我写的时候 SARS病毒还没有被发现，我利用多年来的传染病知识为为非典“断案”，告诉大家 SARS的预防方法，得到了许多记者的好评。 

在 SARS病房工作的 3个月，我既是医生又是记者，日以继夜地工作和写作，不仅保证了网站的运行和及时更新，完成了我向医院领导的承诺，

而且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让许多媒体认识了我的科普能力，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了我。2003年以前，我很少写科普文章；2003年的 SARS使我

认识到医生做科普的重要性，成为我做科普的开端，以后我每年都会发表许多科普文章，逐渐成为大家认可的科普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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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解码 H7N9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3年第 1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

04月 15日 

新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H7N9来源何处？如何应对？ 

 

2013年 4月 8日 , 在安徽亳州市人民医院，一名医护人员在为感染 H7N9禽流感患者进行治疗。刘军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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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杂志 

音频：财新副主编张进在央广谈 H7N9防控 

 

相关报道 

专题追踪 H7N9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H7N9全记录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谁为 H7N9埋单 

【财新周刊】初探 H7N9禽流感 

《财新周刊》 记者 王晨 周群 王晓庆 汪苏 实习记者 杨佳秋 黄金 

　　毫无征兆地，一种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突袭中国。 

　　短短半月内，这种新病毒引发的喧嚣与骚动四处蔓延。 

　　3月 31日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卫生计生委）每天通报 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流行情况。不同于十年前的

SARS，被 H7N9感染者不多，截至 4月 11日，共确诊 38例，死亡 10例。 

　　十年前，SARS在中国传播五个月后，病原体冠状病毒才被确定；而 H7N9在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半月内，病毒的谱系和

名称即已明晰。 

　　透明和快速，是这次 H7N9禽流感疫情处理的特点。确定病毒名称、排除感染源、救治病人等多项工作同步展开。 

　　让人宽慰的是，比起高传染率的 SARS， H7N9未发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大规模蔓延的可能性很小。 

　　不过，它依旧令人生畏：在禽类身上，它属于低致病性病毒，禽类感染后不会死亡，甚至无病状；但一旦感染到人，病毒

很快会侵入人的肺部，一周内感染者即从普通流感转为重症肺炎。这正是感染者高死亡率的原因。 

　　为此，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短短半月，数次召集专家组，探讨感染者相关治疗方案。 

　　无论是官方，还是专家学者、普通百姓，都想知道：H7N9来源何处？如何预防？如何治疗？ 

不明“肺炎” 

拿到样本后，卢洪洲给自己的同事打电话说：“这很可能是一条大鱼” 

　　一个月前，和当年的 SARS被称为“非典型肺炎”一样，H7N9这种新型禽流感病毒被称为“不明肺炎”。 

　　2月 19日，上海患者李某一家三口因发热、咳嗽，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重症肺炎。和李先生一家相距不

远的吴亮亮是一名猪肉商。他年初刚来到上海，帮岳父打理猪肉摊。 

　　2月底，吴亮亮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3月 3日，去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就诊。3月 4日，入住李先生一家三口所住的同

一层病房。3月 10日，年仅 27岁的吴亮亮抢救无效死亡。 

　　3月 7日，有微博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诊断为流感，有呼吸衰竭症状，希望院方公布

真相”。这条微博很快删除。 

　　当天傍晚 5时许，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紧急辟谣称，87岁的李某和 55岁的李某小儿子的死因，分别是“高龄出现多器官

功能衰竭”和“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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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后，上海市卫生局官方微博出现了一条辟谣微博，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曾先后收治一家三口，经流行病学调查

和实验室检测，排除“非典”、人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和甲流感等传染病。专家认为，两人死亡（年龄 87岁、55岁）系因

患有多项基础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 

　　这两条面向公众辟谣的微博，说的都是实情，但未道出全部真相：虽然排除了已知的病毒，李某感染的很可能是一种新型

病毒。微博中所得出的结论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 

　　在发出辟谣微博的同时，上海市多家科研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验，意在确定新型病毒。 

　　不同于当年对 SARS的一无所知，医院多年来已积累了诸多对付甲型禽流感的经验。 

　　在患者李某一家三口入院治疗一周后，医院即已怀疑三人感染甲流。2月 26日，院方请来了在甲流领域颇有研究的卫生部

感染质控中心专家、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来院会诊。卢洪洲从研究经验判断，这个病毒属甲流范围，可能是一种

新型病毒。 

　　参加完会诊，拿到样本后，卢洪洲在回去的路上给自己的同事打电话说：“这很可能是一条大鱼。” 

　　从 2月 27日至 3月 7日的一周多时间里，他们用常规方法对样本进行检测，其甲流亚型病毒检测，均为阴性。 

　　与此同步，是用甲流通用引物进行检测。至 3月 9日，他们用了一周时间，才发现病毒结果为阳性，初步判断可能是新的

甲流病毒。 

　　根据规定流程，新病毒的确认，还需要由另一家 P3级实验室（P3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实验

室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编者注）进行复核，再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复核确认，才能最终确定。 

　　3月 9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向国家申请 P3级实验室检查，获得批准。其后的十天内，他们通过使用不同引物对样

本进行检测。卢洪洲告诉财新记者，他们最终在 3月 19日得出初步结论——一些 H7N9相关序列呈阳性。这表明，此样本中

含有 H7N9病毒。 

　　3月 21日，这个结论由上海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上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卢洪洲的实验结果基础上，CDC在一周内得

出了同样的结论，确定新型病毒为 H7N9病毒。 

　　通俗地说，流感病毒以其表面的两种糖蛋白突起为特征，其中血凝素（HA）像病毒用来打开及入侵人类或牲畜细胞的钥匙；

神经氨酸酶（NA），可以破坏细胞的受体，帮助病毒在宿主体内自由传播。HA可分为 16种，NA可分为 9种。它们之间的不

同组合，理论上最多可以形成 144种不同的病毒亚型，现实中已发现 130余种。 

　　这些病毒，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发生突变。此外，一种亚型病毒与另一种亚型病毒交换基因，也会带来病毒性质的变化。

这次 H7N9新型重配病毒，即属于后一种情况。 

　　目前，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网站上，已经贴出了这个新型重配病毒的基因排序图——总共八个基因片段当中，有两

个片段（HA和 NA）来自 H7N9病毒，6个片段（PB2、PB1、PA、NP、M和 NS）来自 H9N2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这意味着，同样被称为 H7N9的病毒，不一定是同一种。如这次在中国大陆发现的 H7N9，就不同于 2009年在捷克的鹅

群中发现的 H7N9型禽流感病毒，也不同于 2008年在韩国野鸭中分离到的 H7N9禽流感病毒。这三个病毒的共性只在于 N9

相同，其余 7个基因各不相同——即便它们被统称为 H7N9亚型。 

　　但确定名称，仅仅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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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2版) 

2013年 04月 11日 15:29 来源于 财新网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月 10日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2版）》，4月 2日印发的《人感染 H7N9禽流

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1版）》同时废止 

相关报道 

专题追踪 H7N9 

卫生计生委详细界定 H7N9高危人群 

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 H7N9禽流感家庭预防消毒措施 

农业部：密切关注 H7N9禽流感疫情对家禽业冲击 

H7N9禽流感不会重蹈 SARS覆辙 

中科院:H7N9来自东亚野鸟和长三角鸡群基因重配 

H7N9感染者增至 38例 死亡病例上升至十例 

中国各地监控候鸟通道严防 H7N9禽流感 

卢洪洲否认 3月 4日已检出 H7N9病毒 

上海 4岁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患者出院 

　　4月 1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2版）》，2013年

4月 2日印发的《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1版）》（卫发明电〔2013〕5号）同时废止。全文如下： 

 

　　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 

　　（2013年第 2版） 

　　人感染 H7N9禽流感是由 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自 2013年 2月以来，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

浙江省先后发生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其中确诊人感染 H7N9禽流感 33例，9例死亡。均为散发病例。 

　　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加强重症病例救治，注意中西医并重，是有效防控、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一、病原学 

　　禽流感病毒属正粘病毒科甲型流感病毒属。禽甲型流感病毒颗粒呈多形性，其中球形直径 80～120nm，有囊膜。基因组为分

节段单股负链 RNA。依据其外膜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蛋白抗原性不同，目前可分为 16个 H亚型（H1～H16）和 9个 N

亚型（N1～N9）。禽甲型流感病毒除感染禽外，还可感染人、猪、马、水貂和海洋哺乳动物。可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亚型为

H5N1、H9N2、H7N7、H7N2、H7N3，此次报道的为 H7N9禽流感病毒。该病毒为新型重配病毒，其内部基因来自于 H9N2禽流感病

毒。 

　　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抵抗力较强，65℃加热 30分钟或煮沸（100℃）2分钟以上可灭活。病毒在较低温度粪便

中可存活 1周，在 4℃水中可存活 1个月，对酸性环境有一定抵抗力，在 pH4.0的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存活能力。在有甘油存在

的情况下可保持活力 1年以上。 

　　二、流行病学 

　　（一）传染源。目前已经在禽类及其分泌物或排泄物分离出 H7N9禽流感病毒，与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高度同源。传染

源可能为携带 H7N9禽流感病毒的禽类。现尚无人际传播的确切证据。 

　　（二）传播途径。经呼吸道传播，也可通过密切接触感染的禽类分泌物或排泄物，或直接接触病毒感染。 

　　（三）高危人群 。在发病前 1周内接触过禽类者，例如从事禽类养殖、贩运、销售、宰杀、加工业等人员。 

　　三、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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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流感的潜伏期及现有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的调查结果，潜伏期一般为 7天以内。 

　　（一）症状、体征和临床特点。 

　　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如发热、咳嗽、少痰，可伴有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重症患者病情发展迅速，多在 5-7

天出现重症肺炎，体温大多持续在 39℃以上，呼吸困难，可伴有咯血痰；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感染性

休克，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部分患者可出现纵隔气肿、胸腔积液等。 

　　（二）实验室检查。 

　　1.血常规。白细胞总数一般不高或降低。重症患者多有白细胞总数及淋巴细胞减少，可有血小板降低。 

　　2.血生化检查。多有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肌红蛋白

可升高。 

　　3.病原学及相关检测。抗病毒治疗之前必须采集呼吸道标本送检（如鼻咽分泌物、口腔含漱液、气管吸出物或呼吸道上皮

细胞）。有病原学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尽快检测，无病原学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应留取标本送指定机构检测。 

　　（1）甲型流感病毒抗原筛查。呼吸道标本甲型流感病毒抗原快速检测阳性。但仅可作为初筛实验。 

　　（2）核酸检测。对患者呼吸道标本采用 real time PCR（或 RT-PCR）检测 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 

　　（3）病毒分离。从患者呼吸道标本中分离 H7N9禽流感病毒。 

　　（4）动态检测双份血清 H7N9禽流感病毒特异性抗体水平呈 4倍或以上升高。 

　　（三）胸部影像学检查。发生肺炎的患者肺内出现片状影像。重症患者病变进展迅速，呈双肺多发磨玻璃影及肺实变影像，

可合并少量胸腔积液。发生 ARDS时，病变分布广泛。 

　　（四）预后。人感染 H7N9禽流感重症患者预后差。影响预后的因素可能包括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合并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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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1版)》（全文） 

2013年 04月 07日 10:56 来源于 财新网 

4月 3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1版）》，全文如下 

相关报道 

北京公布《人感染 H7N9禽流感中医药预防方案》 

香港：评估显示 H7N9禽流感病毒人际传播风险低 

探访 H7N9禽流感病毒检测 

上海新增 2例人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安徽滁州：暂未发现家禽携带 H7N9病毒 

世卫组织称尚无证据显示猪与 H7N9疫情有关 

医生忧难以负担对感冒症状者普检 H7N9 

中科院专家：H7N9传染人类路径不明 

杭州鹌鹑检出 H7N9禽流感病毒 

浙江首例 H7N9流感死亡患者救治经过 

　　4月 3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 1版）》，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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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感染 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 

　　　　（2013年第 1版） 

　　人感染 H7N9禽流感是由 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自 2013年 2月以来，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先

后发生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其中确诊人感染 H7N9禽流感 3例，2例死亡。3例均为散发病例，目前尚未发现 3例病例间有

流行病学关联。 

　　一、病原学 

　　禽流感病毒属正粘病毒科甲型流感病毒属。禽甲型流感病毒颗粒呈多形性，其中球形直径 80～120nm，有囊膜。基因组为分

节段单股负链 RNA。依据其外膜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蛋白抗原性不同，目前可分为 16个 H亚型（H1～H16）和 9个 N

亚型（N1～N9）。禽甲型流感病毒除感染禽外，还可感染人、猪、马、水貂和海洋哺乳动物。可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亚型为

H5N1、H9N2、H7N7、H7N2、H7N3，此次报道的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该病毒为新型重配病毒，其内部基因来自于 H9N2禽

流感病毒。 

　　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抵抗力较强，65℃加热 30分钟或煮沸（100℃）2分钟以上可灭活。病毒在较低温度粪便

中可存活 1周，在 4℃水中可存活 1个月，对酸性环境有一定抵抗力，在 pH4.0的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存活能力。在有甘油存在

的情况下可保持活力 1年以上。 

　　二、流行病学 

　　（一）传染源。目前尚不明确，根据以往经验及本次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推测可能为携带 H7N9禽流感病毒的禽类及其分泌

物或排泄物。 

　　（二）传播途径。经呼吸道传播，也可通过密切接触感染的禽类分泌物或排泄物等被感染，直接接触病毒也可被感染。现

尚无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确切证据。 

　　（三）易感人群。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显示人类对 H7N9禽流感病毒易感。现有确诊病例均为成人。 

　　（四）高危人群 。现阶段主要是从事禽类养殖、销售、宰杀、加工业者，以及在发病前 1周内接触过禽类者。 

　　三、临床表现 

　　根据流感的潜伏期及现有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的调查结果，潜伏期一般为 7天以内。 

　　（一） 一般表现。 

　　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如发热，咳嗽，少痰，可伴有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重症患者病情发展迅速，表现为

重症肺炎，体温大多持续在 39℃以上，出现呼吸困难，可伴有咯血痰；可快速进展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纵隔气肿、脓毒

症、休克、意识障碍及急性肾损伤等。 

　　（二）实验室检查。 

　　1.血常规。白细胞总数一般不高或降低。重症患者多有白细胞总数及淋巴细胞减少，并有血小板降低。 

　　2.血生化检查。多有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肌红蛋白

可升高。 

　　3.病原学检测。 

　　（1）核酸检测。对患者呼吸道标本（如鼻咽分泌物、口腔含漱液、气管吸出物或呼吸道上皮细胞）采用 real time PCR（或

RT-PCR）检测到 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 

　　（2）病毒分离。从患者呼吸道标本中分离 H7N9禽流感病毒。 

　　（三）胸部影像学检查。发生肺炎的患者肺内出现片状影像。重症患者病变进展迅速，呈双肺多发磨玻璃影及肺实变影像，

可合并少量胸腔积液。发生 ARDS时，病变分布广泛。 

　　（四）预后。人感染 H7N9禽流感重症患者预后差。影响预后的因素可能包括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合并症等。 

　　四、诊断与鉴别诊断 

　　（一）诊断。根据流行病学接触史、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可作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的诊断。在流行病学史不详的

情况下，根据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特别是从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 H7N9禽流感病毒，或 H7N9禽

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可以诊断。 

　　1.流行病学史。发病前 1周内与禽类及其分泌物、排泄物等有接触史。 

　　2.诊断标准。 



　　（1）疑似病例：符合上述临床症状及血常规、生化及胸部影像学特征，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引物阳性并排除了季节性流感，

可以有流行病学接触史。 

　　（2）确诊病例：符合疑似病例诊断标准，并且呼吸道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 H7N9禽流感病毒或 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 

　　重症病例：肺炎合并呼吸功能衰竭或其他器官功能衰竭者为重症病例。 

　　（二）鉴别诊断。应注意与人感染高致病性 H5N1禽流感、季节性流感（含甲型 H1N1流感）、细菌性肺炎、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SA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腺病毒肺炎、衣原体肺炎、支原体肺炎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鉴别诊断主要依靠病原学检

查。 

　　五、治疗 

　　（一）对临床诊断和确诊患者应进行隔离治疗。 

　　（二）对症治疗。可吸氧、应用解热药、止咳祛痰药等。 

　　（三）抗病毒治疗。应尽早应用抗流感病毒药物。 

　　1.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可选用奥司他韦（Oseltamivir）或扎那米韦（Zanamivir），临床应用表明对禽流感病毒 H5N1和 H1N1

感染等有效，推测对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应有效。奥司他韦成人剂量 75mg每日两次，重症者剂量可加倍 ，疗程 5-7天。扎

那米韦成人剂量 10mg，每日两次吸入。 

　　2.离子通道 M2阻滞剂：目前实验室资料提示金刚烷胺（Amantadine）和金刚乙胺（Rimantadine）耐药，不建议单独使用。 

　　（四）中医药治疗。 

　　1.疫毒犯肺，肺失宣降 

　　症状：发热，咳嗽，少痰，头痛，肌肉关节疼痛。 

　　治法：清热宣肺 

　　参考处方： 

　　桑叶 金银花 连翘 炒杏仁 生石膏 知母 芦根 青蒿 黄芩 生甘草 

　　水煎服，每日 1—2剂，每 4—6小时口服一次。 

　　加减：咳嗽甚者加枇杷叶、浙贝母。 

　　中成药：可选择疏风解毒胶囊、连花清瘟胶囊、清开灵注射液。 

　　2.疫毒壅肺，内闭外脱 

　　症状：高热，咳嗽，痰少难咯，憋气，喘促，咯血，四末不温，冷汗淋漓，躁扰不安，甚则神昏谵语。 

　　治法：清肺解毒，扶正固脱 

　　参考处方： 

　　炙麻黄 炒杏仁 生石膏 知母 鱼腥草 黄芩 

　　炒栀子 虎杖 山萸肉 太子参 

　　水煎服，每日 1—2剂，每 4—6小时口服或鼻饲一次。 

　　加减：高热、神志恍惚、甚至神昏谵语者，上方送服安宫牛黄丸；肢冷、汗出淋漓者加人参、炮附子、煅龙骨、煅牡蛎；

咯血者加赤芍、仙鹤草、侧柏叶；口唇紫绀者加三七、益母草、黄芪、当归尾。 

　　中成药：可选择参麦注射液、生脉注射液。 

　　（五）加强支持治疗和预防并发症。注意休息、多饮水、增加营养，给易于消化的饮食。密切观察，监测并预防并发症。

抗菌药物应在明确继发细菌感染时或有充分证据提示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 

　　（六）重症患者的治疗。 重症患者应入院治疗，对出现呼吸功能障碍者给予吸氧及其他相应呼吸支持，发生其它并发症的

患者应积极采取相应治疗。 

　　1.呼吸功能支持： 

　　（1）机械通气：重症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可较快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在需要机械通气的重症病例，可参

照 ARDS机械通气的原则进行。 

　　①无创正压通气：出现呼吸窘迫和（或）低氧血症患者，早期可尝试使用无创通气。但重症病例无创通气疗效欠佳，需及

早考虑实施有创通气。 



　　②有创正压通气：鉴于部分患者较易发生气压伤，应当采用 ARDS保护性通气策略。 

　　（2）体外膜氧合（ECMO）：传统机械通气无法维持满意氧合和（或）通气时，有条件时，推荐使用 ECMO。 

　　（3）其他：传统机械通气无法维持满意氧合时，可以考虑俯卧位通气或高频振荡通气(HFOV)。 

　　2.其他治疗：在呼吸功能支持治疗的同时，应当重视其他器官功能状态的监测及治疗；预防并及时治疗各种并发症尤其是

医院获得性感染。 

　　六、其它 

　　严格规范收治人感染 H7N9禽流感患者医疗机构的医院感染控制措施。遵照标准预防的原则，根据疾病传播途径采取防控措

施。具体措施依据《人感染 H7N9禽流感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2013年版）》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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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发现过程  

2013年 04月 05日 22:32 来源于 财新网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发现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接受财新记者的电话采访，讲述病毒首次在上海市从人类体内发现的过程 

相关报道 

江苏新确诊 2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沪确诊 6例禽流感病例 密接者均未感染 

上海出现症状密切接触者经检测 H7N9为阴性 

板蓝根脱销 中医提醒并非 H7N9特效药 

浙江湖州市人感染 H7N9禽流感患者死亡 

　　【财新网】（记者 王晨）据财新记者了解，H7N9人感染禽流感病毒检测试剂从 4月 2日已开始逐步发放至各直辖市和省

会城市，病毒的检测时间大大缩短。只有发现和确认病毒的身份才能研制出相应的检测试剂。4月 5日，H7N9禽流感病毒发

现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接受了财新记者的电话采访，讲述病毒的发现过程。 

　　今年三月，H7N9禽流感病毒首次在上海市从人类体内发现。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上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流

感病毒被分为甲（A）、乙（B）、丙（C）三型。其中，根据流感病毒血凝素蛋白（HA）的不同特征，甲型流感可分为 1-16

种亚型。而根据病毒神经氨酸酶蛋白（NA）的不同特征，则可分为 1-9种亚型。HA不同亚型与 NA的不同亚型相互组合，就

形成不同种类的流感病毒。禽类是所有这些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H7N9禽流感病毒是众多甲型流感中的一种，该亚型流感病

毒以往仅在禽间发现。荷兰、日本及美国等地曾发生过禽间暴发疫情，此前尚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 

　　第一例 H7N9禽流感人间患者病例出现是在近 2月前。2月 19日，患者李某因发热、咳嗽等症状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就

诊，被诊断为重症肺炎。当天，就诊的还有李某的两个儿子。大儿子 69岁，小儿子 55岁，他们也都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 

　　卢洪洲介绍，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在李某三人就诊初期，从临床表现即怀疑三人感染了甲型流感，但医院将甲型流感能测的

亚型都检测了一遍，发现都是阴性。上海市卫生局的通报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先后向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送检了李某的病例标本，两中心开展了实验室筛查，排除了感染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 

　　在不能从临床或实验室角度诊断为常见病原所致肺炎，难以确诊的情况下，上海第五人民医院请了卢洪洲来医院会诊。卢

是卫生部感染质控中心专家， 2006年禽流感、2009年甲流暴发时，都是国内和上海诊治专家组重要成员。 

　　凭借以往的临床经验，及多年来对甲流研究的关注，即便在患者监测甲流亚型都是阴性的基础上，病例发现的集聚性及临

床表现让卢洪洲没有排除患者感染甲流的可能。卢认为，甲流病毒是不断的重组和变异，不排除此次患者感染的是甲流新病毒。

因此，会诊后的治疗方案还是按照甲流的治疗方案进行，给患者注射抗甲流药物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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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6日，从患者李某及其儿子处取下的标本，被送往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检测。卢洪洲在电话里对同事说：“这可

能是一种新发现的甲流病毒。”随后，约 2-3天的时间，实验室检测结果证实此种判断，确定这属于甲流病毒；其后，再用

2—3天的时间，确定患者李某身上的病毒为新型病毒 H7N9禽流感病毒。而他的两个儿子体内均未检测到这种病毒。 

　　根据规定流程，新病毒的确认，还需要由另一家 P3级实验室（P3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实验

室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编者注）进行复核，再由国家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进行复核确认后，才能最终确定。 

　　国家流感中心实验室用一周左右确定了卢洪州等人的研究结果，确定新型病毒为 H7N9病毒。3月 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从相关病例的标本中分离到 H7N9禽流感病毒。3月 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李某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发现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后，上海的实验室已掌握针对 H7N9病毒的核酸检测方法，检测和确诊的时间被缩短到了一

天。 

　　卢洪洲认为，这种新型流感病毒人与人之间不易感。在患病初期，使用治疗甲流药物达菲效果明显。 

　　H7N9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尚未被发现具有人传人的特点。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冯子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认为，

SARS和 H7N9禽流感两个病毒的传播行为完全不同，非典病毒一个病人可以导致多人感染，而 H7N9禽流感没有看到这种现

象。他认为出现又一次“非典”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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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浙江湖州市人感染 H7N9禽流感患者死亡 

上海鸽子样品中检出 H7N9禽流感病毒 

上海新增一例 H7N9禽流感死亡病例 

江苏卫生厅：板蓝根冲剂可预防 H7N9禽流感 

杭州确诊两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知识问答 

全国十八例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者情况（更新） 

沪皖苏发现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江苏省卫生厅就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答记者问 

《财新周刊》 记者 王晓庆 周群 实习记者 黄金 

　　猪流感阴影记忆犹新，禽流感重现。 

　　3月 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中国在全球首次发现 H7N9感染人类病例。上海市死亡两例、安徽省重症一

例。几天后的 4月 2日，江苏省也通报发现四例。4月 3日，浙江省确诊两例，其中一例患者已死亡。 

　　上海市于 4月 2日全面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 III级响应，全市相关部门、全上海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投入对流感疫情的监测

防控工作。 

　　中国疾控部门也开始对全国各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开展针对 H7N9的筛查。针对新病毒 H7N9的检测试剂盒已经分发到全

国各地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 

　　在各地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H7N9的病毒传播性以及临床应对亦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迟来的通报 

　　官方通报中第一个死于 H7N9病毒的感染者是上海市 87岁的李先生。他于 2月 19日开始发病，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就

诊于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下称上海五医院），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类似症状入院。 

　　随后，李先生和他 55岁的小儿子被诊断为重症肺炎，两人于 3月 4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只在李先生体内发现 H7N9禽

流感病毒。他的大儿子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肺炎，后治愈出院。 

　　第二例死亡的感染者是和李先生一家相距不远的吴亮亮。他 27岁，发病前在闵行区景川农贸市场卖猪肉。2月底，吴亮亮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3月 3日到上海五医院求诊，3月 4日入住上述李氏父子所住的同一层病房，3月 10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同一时期、在同一家医院、因为同一个病症死亡，李先生一家和吴亮亮的情况在 3月初就被人在微博爆料，求证他们不明

死亡的原因。 

　　微博发酵之后，上海五医院和上海市卫生局先后通过官方微博澄清，称该医院接诊的李某一家三口中的 55岁和 87岁患者，

已相继去世。经专家会诊，确认三名患者均为肺炎，并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排除非典、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

高致病性传染病。 

　　上海五医院的辟谣，在一个月后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会上被证伪。 

　　3月 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发现三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上海 87岁男性患者李某、27岁患

者吴某已抢救无效死亡。 

　　安徽省滁州市患者韩某，女，35岁，3月 15日发病，目前病情危重。 

　　为何在事发 20多天之后才正式对外公布？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给出的答案是，此次人感染的 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

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还没有被纳入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上海五医院党办工作人员徐东丽告诉财新记者，他们是在第一时间将医院内的一批流行病采集样本上报的。目前他们只是

接到通知，其中两例检测出 H7N9病毒，其它样本没有明确说有病毒，也没有明确说没有病毒。 

　　上海市卫生局介绍，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上述病例时，先后排除了感染季节性 H1N1和 H3N2流感、甲型 H1N1流感、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在进一步检测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 3月 22日发

现患者可能感染 H7流感，之后将相关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月 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病例标本中分离到三株 H7N9禽流感病毒。经专家进一步核实和分析，判定上述

患者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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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4月 2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说，病例李某最初出现的症状为普通感冒症状。病

例确诊的整个过程包含一般诊治、排除已知病毒、进行未知病毒检测等。“20多天时间，对于明确一个新病原的感染是非常短

的时间了。” 

　　就在这三个病例公布两天之后，江苏省在 4月 2日又公布了四例感染病例。四名患者在 3月 19日左右出现发热等症状，

在 4月 2日被确诊。隔天的 4月 3日浙江省也报告两例。 

　　在互联网上，一份由南京市江宁区政府总值班室报送南京市政府总值班室文件截图显示，早在首次公布病例之前的 3月 30

日晚，南京市已经初步认定此病例为人感染甲型 H7N9禽流感病毒疑似病例，并待上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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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卫生厅就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答记者问  

2013年 04月 02日 21:20 来源于 财新网 

江苏省卫生厅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诊患者的具体感染来源尚不清楚 

相关报道 

江苏省确诊 4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南京正核查 H7N9流感疑似病例传闻 

H7亚型禽流感早有先例 专家称勿惊慌 

世卫组织通报 3例中国 H7N9禽流感患者病例 

上海称黄浦江死猪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安徽禽流感患者正在江苏医院抢救 

上海两人感染 H7N9禽流感死亡 

两例禽流感患者密切接触者未发现症状 

贵州感染禽流感病例 71名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 

贵州两例禽流感患者均曾密切接触禽类 

　　【财新网】（记者 杨娜）江苏省卫生厅于 3月 31日发布“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答记者问”（详见附文）。 

    截至 4月 2日，江苏省已有 4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确诊病例。目前中国对该病毒及其所致疾病的研究资料十分有限，

专家正在对该病毒的毒力和人际传播的能力做进一步判断。  

　　　附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答记者问全文： 

　　一、 此次人感染 H7N9禽流感的患者从何种途径感染？有无密切接触者发病或死亡？密切接触者是否受到医学观察？ 

　　答：此次人感染的 H7N9流感病毒从病毒生物学上属于禽源流感病毒，既往国际上所发现的人感染 H7亚型的流感病毒也

多来自于禽类，但截至目前，已确诊患者的具体感染来源尚不清楚。 

　　根据我国不明原因肺炎管理的有关规定，上海、安徽和江苏（安徽的 1例患者在江苏南京救治）的卫生部门对患者的所有

密切接触者都实施了医学观察。上海的 1例确诊患者发病前，其 2名家庭成员也发生了重症肺炎，病因仍在调查和检测中。 

　　该家庭的 3例患者的发病是否存在关联，有待进一步调查。除此以外，上海、安徽确诊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均未发

现　类似病例。 

　　二、 目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各地卫生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开展了哪些调查工作？ 

　　病例出现后，当地卫生部门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临床救治、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与送检、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等，

并加强了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监测工作。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此次疫情高度重视，接到重症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报告后，立即向上海、安徽和江苏派出专家

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患者的救治和调查工作，召开多部门会商会，对疫情性质进行分析研判，并安排部署了相关调查、 

　　防控和应对准备工作。中国疾控中心接到病例报告和送检标本后，及时开展了疫情风险研判和实验室检测研究，明确了相

关　病原学诊断。 

　　三、上海的两例确诊患者均于 3月上旬死亡，为什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月 31日才公布疫情？ 

　　答：此次人感染的 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上述病例时，及时开展了相关实验室筛查，先后排除了感染季节性 H1N1和 H3N2流感、甲型 H1N1

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在进一步检测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 3月 22

日发现患者可能感染 H7流感，之后将相关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 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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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标本中分离到 3株 H7N9禽流感病毒。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进一步核实，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并结合患者

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等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上述患者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法

于 3月 31日向社会公布。 

　　四、此前有媒体报道上海出现一家三口感染不明原因肺炎，其中两人抢救无效死亡，是否与此次报告病例相关？ 

　　2月 20日-25日，上海市某医院先后收治了患重症肺炎的李姓父子 3人，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姓父亲被确诊为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另 2位患者的诊断正在进行中。 

　　五、H7N9病毒与既往 H1N1、H5N1和其他季节性流感病例相比其毒力和传染性如何？ 

　　由于目前只发现 4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确诊病例，对该病毒及其所致疾病的研究资料十分有限，专家正在对该病毒

的毒力和人际传播的能力做进一步判断。 

　　六、若感染者出现早期症状就及时就医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治疗？ 

　　基因序列分析显示，该病毒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流感病毒药物敏感。根据其他型别流感抗病毒治疗的经验，发病后早

期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流感病毒药物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人类新发现的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特异性治疗手段仍需观

察研究。 

　　七、如何预防 H7N9禽流感？是否还有其他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注意营养、保持良好体质有利于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出现打喷嚏、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染他人。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病

死禽、畜。 

　　由于医务人员比普通公众接触患有感染性疾病病人的机会更多，建议医务人员在诊治病人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在接诊疑似或确诊 H7N9禽流感病例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即标准预防、飞沫传播预防和接触传播预防措施。 

　　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 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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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称黄浦江死猪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2013年 04月 02日 09:18 来源于 财新网 

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 4月 1日对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检的 34份留存样品，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相关报道 

安徽禽流感患者正在江苏医院抢救 

上海两人感染 H7N9禽流感死亡 

两例禽流感患者密切接触者未发现症状 

美脱口秀评黄浦江死猪事件 

死猪投江的经济学 

黄埔江上死猪打捞记 

嘉兴回应黄浦江死猪事件 

上海称死猪打捞量下降水质无问题 

上海官方称漂浮死猪源自浙江嘉兴但未发现疫情 

　　据新华网上海 4月 1日消息，针对已发现的 H7N9禽流感致死病例，上海市政府 4月 1日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H7N9禽流感

防控工作，卫生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流感、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监测防控力度。 

　　此外，根据农业部兽医局和上海市农委的要求，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 4月 1日对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检

的 34份留存样品，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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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与上海 2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未发现类似症状和发病情况。今年以来，上海全市流感、肺炎发病率总体平

稳，与近三年同期相比无明显上升。 

　　据了解，此次人感染的 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之前上海卫生部门发现上述病例时，及时开展了相关实验室筛查，对属于监测报告范围内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等

传染病进行了排除。 

　　1月 1日—3月 31日，上海市 27家综合性医院流感监测点共报告流感样病例 24000例，较 2012年同期减少 43%。检测结果

显示，上海市流感样病例发病处于历年一般水平。今年 1月以来，各级疾控机构未接到季节性流感或甲型 H1N1流感爆发疫情报

告。 

　　自去年 11月 15日至今年 3月 31日，在上海全市 43家流感监测哨点和 18家国家级流感网络实验室监测工作中，以及在全

市 130家开设发热门诊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主动搜索中，均未发现非典、人禽流感 H5N1和新兴冠状病毒疑似、

临床诊断和缺阵病例。 

　　今年 1月 1日至 3月 29日，上海市、区（县）两级疾控中心对全市 130家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开展不明原因肺炎主动

搜索，发热伴有肺部炎症的病人比 2012年同期下降 4.34%。（新华网记者 仇逸 朱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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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两人感染 H7N9禽流感死亡  

2013年 03月 31日 20:18 来源于 财新网 

这是全球首次发现 H7N9亚型感染人类，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此种病毒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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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人感染致病性禽流感死亡 

卫生部通报两例人感禽流感病例 

广东湛江发生一起禽流感疫情 

越南暴发新型禽流感疫情 

港大专家称香港今冬可能高发禽流感 

甘肃白银市景泰县发生一起禽流感疫情 

广州检测出一例疑似禽流感病毒感染鸭子 

香港 23名人禽流感密切接触者解除医学观察 

　　 

【财新网】（记者 于达维）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月 31日通报，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 3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上海 87岁男性患者李某、

27岁患者吴某已抢救无效死亡。安徽省滁州市 35岁女性患者韩某，目前病情危重，正在江苏南京救治。 

　　3月 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 3名患者

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前，未发现 3例病例之间有流行病学关联。 

　　目前，上海、安徽、江苏三省市卫生部门正继续落实患者临床救治、密切接触者追踪和医学观察、疫情监测等应急处置措

施。截至目前，3例病例的 88名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异常情况。 

　　据专家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可分为甲(A)、乙(B)、丙(C)三型。其中，甲型流

感依据流感病毒特征可分为 HxNx共 135种亚型，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是其中的一种，既往仅在禽间发现，未发现过人的感

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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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结果，未提示该病毒具有较强的人传人能力。由于这是全球首次发现 H7N9亚型感染人类的

情况，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此种病毒的疫苗。 

　　在同时发布的“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答问”中，一个问题是：此前有媒体报道上海出现一家三口感染不明原因肺炎，

其中两人抢救无效死亡，是否与此次报告病例相关？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出，2月 20日至 25日，上海市某医院先后收治了患重症肺炎的李姓父子 3

人，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姓父亲被确诊为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另 2位患者的诊断正在进行中。 

　　但是此前上海官方曾经对此否认。据上海《新闻晚报》3月 8日报道，3月 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

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市五医院、上海市卫生局昨日相继通过官方微博澄清，经卫生部门核查，市五医院曾先后收治一家三口，

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已排除非典等传染病。 

　　市五医院介绍，这 3名患者年龄分别在 55、69、87岁，在 2月 14日-24日期间先后来院就诊。经专家会诊，确认 3名患

者均为肺炎，并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已排除了非典、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高致病性传染病。3人中的 55岁和

87岁的患者，已相继去世。69岁的患者仍在该院住院治疗。 

　　或许是因为这次人感染的 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上海在之前的检测中只是对于此前曾经

出现的流感亚型进行筛查，而未考虑到新的亚型。 

　　上海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冷光鸣对财新记者表示，上海这边的筛查都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病毒亚型，而对首次出现的病毒

亚型，需要国家疾控中心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介绍，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上述病例后，及时开展了相关实验室筛查，先后排除了感染季

节性 H1N1和 H3N2流感、甲型 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但在进一步检

测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 3月 22日发现患者可能感染 H7流感，之后将相关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 29

日下午，该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到 3株 H7N9禽流感病毒。经专家进一步核实，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

料等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上述患者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 

　　由此可见，目前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在上海发病的一家三口中，已经去世的 87岁的父亲已经被确诊为感染 H7N9禽

流感，但是另外两人是否同样感染，或者是普通的肺炎，尚没有明确的说法。上海另一名确诊感染的死亡病例，与这一家三口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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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例禽流感患者密切接触者未发现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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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局称，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结果，未提示该病毒具有较强的人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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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感染禽流感病例 71名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 

贵州两例禽流感患者均曾密切接触禽类 

贵州一人感染致病性禽流感死亡 

卫生部通报两例人感禽流感病例 

广东湛江发生一起禽流感疫情 

　　 

【财新网】（记者 王晓庆） 

卫生部 3月 31日通报，中国发现三例人感染的 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其中上海两例患者已

经死亡。上海市卫生局随后发布公告称，这两个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类似症状和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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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卫生局介绍，两名患者李某、吴某分别因发热、咳嗽等症状在上海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重症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

其发病早期均有流感样症状，症状出现一周后发展为肺炎并呈进行性加重，两名患者均有慢性基础性疾病史。 

　　李某发病前，其两个儿子也因相似症状到医院治疗，大儿子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肺炎，目前已治愈出院；小儿子被诊断为

重症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两人均未检测出 H7N9禽流感。 

　　3月初，曾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市五医院之后发布消息澄清，其接诊的李某

一家三口，三人中的 55岁和 87岁患者，已相继去世。69岁患者仍在该院住院治疗，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已排除非

典、禽流感等传染病。 

　　卫生部通报中介绍，此次人感染的 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

监测报告系统。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上述病例时，先后排除了感染季节性 H1N1和 H3N2流感、甲型 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

流感（H5N1）以及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在进一步检测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 3月 22日发现患者可能感染 H7

流感，之后将相关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月 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病例标本中分离到三株 H7N9禽流感病毒。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

进一步核实，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等进行综合分析，判定上述患者为人感染 H7N9禽

流感病毒病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法于 3月 31日向社会公布。 

　　上海市卫生局称，根据目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结果，未提示该病毒具有较强的人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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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实的 2003年：(1) 我是怎样进入非典病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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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03年，一种新的冠状病毒——SARS病毒突然造访人间，导致一种新的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SARS或非典)诞生。这是一种传

染性极强的呼吸道传染病在短短的几个月间，从我国席卷全球 33个国家，导致八千多人患病，八百多人死亡。我国是 SARS的重灾区。据卫生部

公布的数据，我国感染的人数达 5327例。这场灾难导致我国许多省市停课、停工，上万名医务人员投入这场疫病的防治，经济损失上千亿。但这

场灾难也是我国的传染病管理的分水岭，我国的传染病信息从此变得越来越透明，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好。今年是 SARS十周年的日子。

作为一名传染病专业的医生，一位亲临 SARS一线的战士，我真想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 

　　(1) 我是怎样进入非典病房的 

2003年 2月到 3月，我陆续听说广东闹开了“非典”，传染性特别强，甚至传播到香港；不仅造成一些病人死亡，还造成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受

染，甚至死亡。3月中旬以后，风声更紧了，北京也出现了疫情。3月 26日，我们医院开始收治非典，当天就收治了两例。但是，上级下达指示：

疫情保密，谁也不准向媒体外露。越是掩盖真实的消息，社会上的传闻越多，民众人心慌慌。 

到了 4月初，我们医院的非典病人开始增加，还有 5名朝阳医院的医生因救治非典病人被感染，收到了我们医院。医院开始动员各科医护人员

进入非典病房。说真话，一开始许多医生、护士都不愿意进非典病房。不能回家不说，万一被感染怎么办？当时，我不在病房。1997年我辞去科

主任的工作，就在医学情报室负责医学文献检索、建立和维护医院网站、出专家门诊和协助门诊新药试验。由于我已经脱离了临床工作，而且年龄

偏大，还负担着网站、科研等任务，医院领导也没有打算让我进病房。不过，说心里话，如果真让我去，我也不愿意去。我并不是怕传染、怕死，

我是生气!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政府对疫情保密造成的危害。 

在当时，传染病疫情一直属于国家机密，是不能随便向外透露的，尤其是甲类传染病疫情，上报时都用代号。比如霍乱，被我们称为“02”。1995

年，北京曾发生霍乱疫情，当时我正担任肠道传染病病房主任。记得那一年，短短的 3个月收治了近 200例霍乱，但为了保密，所有的病例诊断都

写着“肠道感染”。有一次，在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时，我们在霍乱的诊断下面打了一个“√”，结果受到批评。我不服气：“难道给上级报卡也不让诊断

霍乱？”领导说：“万一报卡寄丢了，疫情被透露出去怎么办？”结果，当年的所有病例都是以“肠道感染”的诊断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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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染病医院干了近 30年，碰到过无数次疫情，都是保密的，我早已形成了习惯。在我们医院刚刚收治非典的时候，我曾接到一位香港记者

的电话，向我打听我们医院收治非典的情况。我不是装傻充愣，就是所答非所问，糊弄了她半天，也没说出一句真话。 

进入 4月以来，病人越来越多，许多记者围在医院门口打听疫情。可是，为了保密，为了躲过中外记者的追查，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却被要求修

改病历，甚至不顾病人的治疗，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到处转移病人。4月 7日，我们医院的一位护士也被感染。面对疫情的扩散，我第一次体会到

传染病疫情保密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是第一次对这种疫情保密的作法感到气愤。人民在受苦，疫情在扩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置民众安危而不顾，

却要隐瞒疫情？凭什么政府说瞎话骗人，却让我们进病房卖命？ 

信息可以人为控制，但疫情的扩散不会停止。4月 21日，我们医院全部腾空，开始大批收治非典病人。我睡不着觉了。虽然我已经脱离临床

一线，但我是一名党员，在这样严峻的疫情面前，作为一名在传染病临床干了近三十年的医生，还能安心地坐在办公室里搞搞科研、查查资料、管

管网站吗？我再也坐不住了，也顾不上生气了，我决心进入非典病房! 于是，我向医院领导提出申请，并保证在抢救 SARS病人的同时，也做好网

站的维护工作。终于，4月 24日我被派到六病区工作；5月 11日又被调入 ICU病房，一直干到 SARS结束。　　

 

与此同时，政府面对非典疫情的认识和应对措施也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疫情逐渐被公开了。4月 20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不仅政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发生着转变。我们医院所有医

护人员都抛弃了一切念头，忘记家庭，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救治非典的战斗中去。经过 2个多月的努力，疫情终于被控制了。 

2003年的非典为我国政府，也为我们所有的人上了一堂活生生传染病防治课。使我们认识到，疫情的瞒报和信息的置后只能带来传染病的漫

延、社会的恐慌和民众的失信。2003年的非典成为我国传染病防控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十年来，我国的传染病信息越来越透明。2004年，我

国建立了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所有传染病通过网络直报，卫生部每月公布传染病疫情。霍乱再也不被称为“02”，也不用被诊断为“肠道感染”；禽流

感、猪链球菌、手足口病疫情都得到及时报告；2009年甲型 H1N1流感全球暴发，我国对应得有条不紊，很快控制了疫情的漫延，也获得了百姓的

信任和国内外的赞誉。现在，我们经常可以从报纸和各种媒体上看到各地传染病疫情发生的情况，让民众及时了解防控的措施，人们再也不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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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月 21日，世界卫生组织通告：沙特阿拉伯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了另 1例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例病人于 2013年 1月 29

日住院，2月 10日死亡，2月 18日得到实验室确诊。进一步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在英国，卫生防疫部门正在对 3例来自同一家庭的聚集性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进行调查。3例患者之一因有潜在的基础疾病，已经死亡。 

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通告了 13例确诊的人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 7例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在通告中说：根据目前的情况以及现有信息，世界卫生组织鼓励所有会员国继续对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实施监测并且对任何异常

情形进行认真审查。应当考虑对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或对患有严重、进行性或并发症、但治疗无效果的病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尤其是对

那些居住在目前受到感染影响的地区及周边国家，或到过从这些地方旅游的人们。应彻底调查任何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者卫生保健工作人员中出

现的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聚集病例，而无论其发生在世界何处。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所有全员国：任何新发人类病例和聚集病例都应迅速通报国家卫生部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并不建议在入境口岸针对这一事件实施特别筛查，也不建议采取任何旅行或者贸易限制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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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增至七例 

2013年 02月 22日 10:39 来源于 财新网 

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共收到全球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 13例，其中 7人死亡 

相关报道 

世卫组织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 

国际旅行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 

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据新华网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2月 21日发布公告说，沙特阿拉伯卫生部向其通报了一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

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共收到全球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 13例，其中 7人死亡。 

　　公告称，这名患者于 1月 29日入院治疗，2月 10日死亡，2月 18日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进一步调

查正在进行中。 

　　随着确诊和死亡人数上升，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成为关注焦点。日前英国确认来自一个家庭的三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者中一人死亡，这个死亡病例及另一位感染者近期都没有英国境外旅行史，说明病毒可能具有人际传播能力。 

　　美国微生物学会主办的《ｍＢｉｏ》网络期刊日前刊登瑞士科学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成果，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更

易于侵入人体，其复制能力高于ＳＡＲ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毒，也就是曾造成极大恐慌的非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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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卫组织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 21日就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该研究仅仅反映了病毒的复制速度，但复制速度并

不能说明其实际传播感染能力。 

　　哈特尔强调，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ＳＡＲＳ病毒有基因上的区别，不像ＳＡＲＳ病毒那样容易传播，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

感染案例比ＳＡＲＳ少得多，而且一些患者中的病征表现和ＳＡＲＳ也不相同。 

　　世卫组织此前多次表示，一些媒体用“类非典病毒”来称呼新型冠状病毒并不准确。哈特尔说，如果一定要将两者进行比

较，那么恰当的表述是：这两种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但也仅限于此。 

　　他说，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等级并未改变，世卫组织正在继续密切监控疫情进展。世卫组织 19日再次更新了新型

冠状病毒暂行病例定义，明确规定所有确诊或疑似病例必须在 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新华网记者 吴陈 王昭） 

版面编辑：林韵诗(ZN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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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称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  

2013年 02月 16日 13:23 来源于 财新网 

但基于现有证据，这种新型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有限，持续的人际传播风险“非常低” 

相关报道 

国际旅行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 

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财新网】（记者 刘虹桥） 

2月 11日，英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案例。13日，这名感染者的一位亲属也被确诊感染此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称，13日的确诊病例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提供了较有力的证据。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还称，基于现有证据，这种新型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有限，持续的人际传播风险“非常低”。 

　　截至 2月 13日，全球共报告 1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案例，感染者包括 2名英国居民、5名沙特公民、2名卡塔尔公民和 2

名约旦公民。目前，共有五人死亡，死亡案例均发生在 2012年 4月之前。 

　　此次新发现的英国病例，是目前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中唯一不居住在或曾去过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国家的病例。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 13日发布的疫情通报，这名感染者此前并无境外旅行经历，也就是说患者是在英国境内获得感染的。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通报显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与 2002年冬到 2003年春肆虐全球的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但两

者非常不同。 

　　2012年 9月 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临时定义，并在其后数次更新病例定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由于目前仅有极少量的感染案例，目前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严重度和临床影响仍知之甚少。 

　　在 13号的通报中，世界卫生组织督促各国继续监察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SARI）的情况，并仔细筛查仍和不同寻常的案

例。对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和治疗无效的不明原因的、严重的、渐进的或复杂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考虑进行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 

　　截至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并不建议各国针对该病毒采取任何特别的入境筛查，或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  

责任编辑：宫靖 | 版面编辑：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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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在 2月 11日和 13日又报道了两例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两例病人都是英国居民。2月 11

日报告的病例曾去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旅行，1月 26日出现症状。他的亲属也被感染(2月 13日报告的病例)，但没有外出旅游史，很可能因为

与他接触而被感染。 

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诊 11例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第 1例是一位 60岁沙特阿拉伯人，2012年 6月因患急性呼吸衰竭合并肾衰竭死亡，从他的肺组织中发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感染。 

第 2例是一位 49岁男性，到 2012年 8月到沙特阿拉伯旅游，9月回到卡塔尔发病，出现呼吸衰竭和肾衰竭，后来转到英国治疗。他的下呼吸

道分泌物中检测到与第一例患者相同的冠状病毒。 

2012年 10月，一家沙特阿拉伯人 4人发生急性发热和呼吸道感染，其中 3人被确诊为新的冠状病毒感染，2人死亡。另外，沙特阿拉伯和卡

塔尔在 2012年 11月还报告了两例散发的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两例病人都没有死亡。与此同时，约旦也发生了同样的病例，2例病人死亡。因

为沙特阿拉伯发现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约旦卫生部将保存的标本送往美国海军第三医学研究所。2012年 11月，美国海军第三医学研究所提供

的实验室结果确认两例病例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这 7例病例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2年 11月报告的病例。 

加上今年在 2月 11日和 13日报道的两例英国病例，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共确诊 11例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 5例死亡。 

11例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大多是散发病例，但有 5例出自 2个家庭，说明这种新的冠状病毒有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所幸的是，这种

病毒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较弱。在以前的病例调查中，医生们对一些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和医务人员的呼吸道分泌物进行了检测，中都没有分离到相

同的病毒。目前，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可以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新冠状病毒保持高度的警惕，但还不建议进行入境筛查和旅游、贸易限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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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的朋友佩服我写文章快，知识面宽，他们常常问我：“蔡大夫，你是怎样做到的？”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学习、积累”。 

在当今这样一个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学习是不可能的。你不学习，则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也不可能进步，更不可能赚到钱。 

所有的工作都要学习，甚至是农民都要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别说是医生或者是其他高科技的领域了。但每个人对待学习的态度不同。有的人只

是为了考试，为了过关，为了晋升，或者为了赚些学分。他们常常是只学那些对考试有用的东西，考过了或晋升了则又把学到的东西丢掉了。有些

人常常是用到时才学。现用现学固然可取，但其速度往往比已会了或已经有初步了解的人慢半拍。还有些人平时也学习，看很多文章，也看很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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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和书，知识面也很宽广，但学到的知识不知道积累，写过的笔记或文章也不会归类保存，等以后需要用到时，尤其是写论文需要索引的时候，往

往找不到这些知识的出处，又需要费一番功夫去寻找或检索。这样又耽误了许多时间。我的学习不是这样。 

学习要勤奋，不能只为了考试或晋升。考试或晋升本身是为了以后工作得更好，担任更重要的岗位。但你考过了或晋升了就放弃，那永远不可

能进步，早晚被时代淘汰。我每天都在学习，无论我以前在岗时或者现在退休后。我常常带着我临床上遇到的问题有目的地检索医学文献，我常常

检索 PubMed、Reactions Weekly、CNKI和万方数据库。我最爱利用医学检索软件是金叶天翔公司的《医学文献王》。我也利用 Google和百度，

但 Google比百度更专业，广告少，更受到我的青睐，我经常在 Google上搜索专业文章的一些医学图片。我也广泛浏览医学新闻、新文献，我订阅

了《中国医学论坛报》，我还常常看《健康报》、《医师在线》。不仅如此，我也非常爱看一般的报纸和新闻。我家订了《北京青年报》、《北京

晚报》、《报刊文摘》、《南方周末》，今年又多了一份《北京日报》。每天晚饭后都是我的读报时间，然后上网看新闻。我除了关心国内外新闻

外，也从报纸和网络上看传染病疫情、医学新闻，从这些新闻中，我会找到公众关心的医学知识或我写作的新闻点，这些知识点和新闻点也是我进

一步学习的内容。 

为了学习，我不浪费一点时间。上班时间除了工作就是学习，从不虚度时光；有时参加一些无聊的会议，我也会带上一些可读的文章悄悄地看

看；甚至在每次出差前，我都要准备一些能够在火车、飞机和宾馆里方便看的内容随身带在身边，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学一些。就连做家务的时间也

不放过，可以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业余时间常常被我安排的满满当当。每当周末，我便会写一个小条，把我这周要完全的内容写在上面，较长的

时间做需要静下心来学习研究的事情，较短的时间做一些短小的内容的学习和写作，完成一条划掉一条。等到一周结束，看着我完成的工作和学习

任务，感觉特有效率，特有成就感。 

学到的东西就像我们赚到的钱一样宝贵，千万不要乱扔，一定要存进银行，以便需要时再用。这就是学习的积累。不懂得积累，常常是学了白

学，到用的时候又要重新查找。积累的办法很多。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我的积累办法是读书笔记和卡片。我把我的读书笔记和卡片分类

插放，需要的时候，只要按照分类一找就能找到。当时，我的读书笔记和卡片积累了整整一个木箱，被医院用做新毕业学生岗前培训的样板。后来

有了电脑，我的积累就更方便了。我在电脑里按照病种建立了许多文件夹，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流感、麻疹等，每个病种的文件夹中还分成

许多小文件夹，如：文献、图片、文章、课件等。我查到的文献、写的文章、做的课件、画的图、拍的照片，都会及时保存到电脑内不同的文件夹

内。金叶天翔公司的《医学文献王》不仅为我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还非常有利于我分类保存的检索到的文献，我可以设置许多检索主题，分类保

存，以后需要时只要打开《医学文献王》，检索的文献和原文就很方便地找到了。大家常常可以看到，我写的文章(甚至一些科普文章)中的某些观

点和数据都会标出文献出处，这也是《医学文献王》的功能给我带来的方便。我标出文献出处不仅是为了给大家看，告诉大家我写的内容是有依据

的，也是我积累的一个方法。以后我再利用这个数据时，或者需要研究相同内容时，就可以根据这个标注，很方便地找到原文了。 

积累是个慢功夫，需要随时随刻地积累，需要积少成多。我只要读到一篇有用的文章，就会立即打开电脑，把文章从网上找到，存在我相应的

文件夹内。不要以为现在用不着就不积累。只要我看到与我的专业有关或可能有关的，或者认为我以后有可能会用到的，我都会去积累。例如：我

在去年的 9月，从《北京晚报》上看到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我国目前估计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5.6%左右。我正在观

察服用拉米夫定、替比夫定治疗对胎儿有没有不利的影响，这个数据对我将来评价药物对胎儿的影响非常重要。因此，我就立即到卫生部网站上，

把文件下载下来，保存到电脑中。在 2003年 SARS以后，我开始关注冠状病毒，有一次有突然看到国外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我立即把文

献收集起来，结果去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沙特和卡塔尔发现的新冠状病毒时，我就用上了这些文献，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新型冠状病毒

能否在人间传播》的文章。 

学习的知识需要积累，临床经验和病例资料也要积累。有医生看到我电脑里有许多医学研究的数据库，有阿德福韦酯治疗 5年的数据库，有恩

替卡韦治疗 9年的数据库，有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肝硬化 3年的数据库，还有乙肝生育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都是我平时一点一点地

录入的。尤其是我有关乙肝生育的数据库，每当病人怀孕，我有就开始录入，每收集到病人的一个信息，我就立即输入到数据库中，就这样积少成

多，几年下来就积累了三百多个乙肝女性服药生育的数据，也得到了许多妊娠期药物安全性的信息，解决了许多乙肝女性的生育问题。你不积累，

永远得不到这些知识，也永远不能为患者解决问题。 

尽管有了许多积累，但积累的东西永远是旧的。要进步，还要不断补充新的东西。所以，有了积累还不能吃老本。每当我使用以前的积累的内

容时，还要上网查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有了新的进展，我再去学，补充并更新我以前的积累。就这样：学习—积累—再学习—再积累，我的

财富就会越来越多。只要这样不断学习，用心积累，你的电脑就变成了你学习知识的一个小“银行”了。日久天长，积累多了，这个“银行”就会为你

创造价值无比的财富。我就这样当医生三十多年，学习和积累了三十多年。现在我的电脑里知识财富真的可以说已经价值连城了! 

最近听说，《健康报》开了一个《青年论坛》，希望我们老医生给青年医生交流一下自己学习的经验。于是我写了此稿，希望青年医生趁着年

轻早学习，多积累，不断进步，为我国的医学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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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人类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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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告，又确诊 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报告，其中一人已经死亡。这是继今年 9月首次发现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病例后，有关这一病毒感染的最新病例报告，从而使实验室确认的感染病例总数上升到 6例，其中包括两例死亡病例。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公众的

注意。昨天，我让大家认识了人冠状病毒的家庭成员，今天，我来和大家说一说人冠状病毒可以引起人类哪些疾病呢？今年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和以

往的冠状病毒有何不同？ 

 

　　冠状病毒 229E和 OC43 

冠状病毒 229E和 OC43是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人类上呼吸道轻度感染者中，30%是由人冠状病毒 229E和 OC43引起，表现为普通感冒；在

普通感冒的病例中，约 10%~ 30%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普通感冒潜伏期一般为 2～5天，病程持续 6～7天，临床过程轻微，

无后遗症。主要临床表现为全身不适、鼻炎、头痛、咽痛和咳嗽，可有发热、声音嘶哑、胸腹痛等，偶可引起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 

冠状病毒 OC43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症状一般比冠状病毒 229E引起的疾病严重。2003年 7月初，加拿大一所养老院发生类似 SARS的疾病，主

要临床表现为流涕、头痛和肺炎等症状，共有 143人患病，其中 7例死亡，当时曾怀疑是 SARS，但后来经世界卫生组织鉴定其元凶为冠状病毒

OC43[1]。 

　　SARS病毒 

SARS病毒是 2003年从我国开始流行的那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中被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2002年 11月由我国佛山地区出现首发病例，很

快播及全球 32个国家和地区流行，发病 8422例，死亡 916例。2004年，SARS病毒从实验室中逃出，引起我国几个散发病例，然后便销声匿迹，

至今未再出现。据调查，这种 SARS病毒很可能是来自果子狸。 

SARS病毒引起的疾病在我国传染病法中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由于其主要表现为肺炎和严重呼吸窘迫，在国际上也被称为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SARS病毒的传染性很强，通过近距离飞沫传播，具有家庭、医院和社区聚集性感染特征。 

　　冠状病毒 NL63 

冠状病毒 NL63是荷兰医生从 2003年 1月因支气管炎和结膜炎住院的一位 7个月女婴身上分离到的新型冠状病毒[2]。后来发现，2003年 1月

因患有不明原因的呼吸道而住院治疗的病人中，有 7%为这种冠状病毒 NL63感染所致。1988年，一位 8个月大的男婴患了肺炎，他的鼻腔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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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一直被医生保存在实验室中。在荷兰医生发现冠状病毒 NL63后，人们把他的标本再次拿出来分析，发现这个孩子感染的病毒就是这种冠状病

毒 NL63。说明冠状病毒 NL63在人间早有流行。随后各国的科学家都开始寻找这种病毒的足迹，结果发现冠状病毒 NL63在全球广泛流行，我国也

有许多地区查到这种病毒感染的儿童[3, 4]。 

冠状病毒 NL63感染可引起严重感冒、支气管炎和结膜炎，还可能与川崎病的发病有关[5]。这种病毒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但主要感染 0～5岁

内婴幼儿和免疫低下的成人，其导致的症状比 SARS病毒轻。人们对这种病毒的基因进行研究后发现，冠状病毒 NL63的基因中有三分之二与冠状

病毒 229E相同，推测可能是由冠状病毒 229E变异而来。 

　　冠状病毒 HKU1 

2005年初，一位从我国深圳到香港的 71岁老人得了肺炎，香港医生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位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冠状病毒 HKU1。后来发现，

冠状病毒 HKU1在全球都有流行，但比起冠状病毒 NL63的流行较少见。冠状病毒 HKU1主要感染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和儿童，也常常

引起社区获得性肺炎，其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流涕和喘鸣，常被诊断为细支气管炎及肺炎[6]。在儿童中，冠状病毒 HKU1感染可引起儿童高热

惊厥，发生率高达 50%[7]。2006年，法国医生发现，冠状病毒 HKU1可引起人类胃肠道感染，表现为发热、呕吐、腹泻及上呼吸道症状，其中 2

例患者的粪便中发现了冠状病毒 HKU1[8]。 

　　沙特和卡塔尔的最新冠状病毒 

2012年 6月，一位 60岁的沙特阿拉伯人在荷兰因急性呼吸道感染合并肾衰竭死亡。3个月后，又有一名曾去过沙特旅游的卡塔尔人患急性呼

吸道感染在英国住院治疗。英国医生从他的身上分离到一种最新型的冠状病毒。研究人员把这种病毒与 3个月前死亡的沙特人肺组织分离到的病毒

进行对比，发现是同一种病毒。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又收到 4例新发的确诊病例报告。这 4例中，有 3例来自沙特阿拉伯，其中有两名患者来自同

一家庭，他们在一起生活，也表现出相同的发病症状，目前一人已经死亡，另一人已康复。另一例来自卡塔尔，这名患者 10月份被送到德国一家

肺病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康复。至今共发现 6例实验室确诊的病例，1例疑似病例，其中 2例死亡[9]。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这种来源于沙特和卡塔尔的最新冠状病毒与以往发现的冠状病毒不同，它不仅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还会引起多器官功

能衰竭，特别是肾衰竭，常常危及生命。这种沙特和卡塔尔的最新冠状病毒从第 1例发现到现在前后跨度几个月散在发生，说明这种病毒传染性不

强，传播速度较慢；但其中有两例发生在同一家庭，说明存在人与人传播的可能。目前这种病毒在全球的流行情况尚不明确，也不能确定有无轻症

病例发生。 

在全球范围内，呼吸道感染是引起人类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在 5岁以下儿童中，呼吸道感染占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到第三位。近年来，新型

冠状病毒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发现。冠状病毒是人类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元凶之一，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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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人冠状病毒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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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告，又确诊 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报告，其中一人已经死亡。这是继今年 9月首次发现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病例后，有关这一病毒感染的最新病例报告，从而使实验室确认的感染病例总数上升到 6例，其中包括两例死亡病例。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公众的

注意。那么，什么是冠状病毒呢？有哪些冠状病毒可以引起人类疾病呢？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家族，目前已经发现二十余种可以感染人类和动物的冠状病毒，其中有 6种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由于这些病毒在电子显

微镜下可观察到其外膜上有明显的棒状粒子突起，其形态看上去像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这些“皇冠”又像“日冕”一样围绕在病毒的周围，因此

命名为“冠状病毒”。 

 

  

第一个冠状病毒是从鸡身上分离出来的，由于当时还没有发现这类病毒与人类疾病的关系，未引起人们注意。上个世纪 50年代，人们发现了

引起普通感冒的鼻病毒。但随后又发现，仅有大约 50%的普通感冒患者是鼻病毒引起的。因此，人们继续对感冒患者的病因进行研究。1965年，

科学家泰勒(Tyrrell)和他的同事把人鼻腔洗液接种到人胚气管细胞中，发现了第一株可以引起人类疾病的冠状病毒[1]，后来被命名为人冠状病毒229E。 

1965年发现冠状病毒 229E以后，1967年又发现了第二种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 OC43[2]。但由于这两种冠状病毒大多只是引起普通感冒和

一般的呼吸道感染，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 2003年，来自果子狸的第三种新冠状病毒——SARS病毒突然在人间横行，使全球科学家的目光一

下子都被这个头顶“皇冠”的病毒所吸引，人们才认识到冠状病毒在人类疾病中的重要性。2004年，荷兰学者从 1例患支气管炎和结膜炎的婴儿体内

分离到一种新冠状病毒 NL63；2005年，香港科学家又从 1例 71岁患肺炎的老年人鼻腔中分析到了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HKU1[3]。本次流行的新型

冠状病毒是今年 9月份才发现的，其来源尚不清楚[4]。《美国微生物世界》上周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称，这种神秘病毒极有可能与亚洲一种蝙蝠体

内发现的病毒有关，据此推测，传染源可能是来自动物。 

至此，人类已经发现了 6种可以引起人类疾病的人冠状病毒，其中 4种是 2003年以来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些病毒对于我们人类还有许多

不解之谜，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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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碱，是毒还是药 

国家限售部分感冒药的原因是这些感冒药中含有麻黄碱，那么麻黄碱究竟是什么呢？它对人体健康有害吗？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事情。麻黄碱，

英文名称：Ephedrine，别名：麻黄素，蜡状固体、结晶或颗粒。在医学上，麻黄碱是一种很好的药品原料，很多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就是麻黄碱。

但是，同时它也是制造^***的原料，国家限制麻黄碱的销售之后，一些毒贩把目光又盯在了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上。这是国家限售部分感冒药的真

正原因。 

麻黄碱药理作用：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麻黄碱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远较肾上腺素为强。能兴奋大脑皮层及皮层下中枢，使精神振奋；可缩短巴比妥类催眠时间，

亦能兴奋中脑、延脑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1）对心脏的作用：麻黄碱对心脏有兴奋作用。麻黄碱使心肌收缩力增强，心输出量增加。（2）对血管的作用：麻黄碱使

冠脉、脑、肌肉血管扩张，流量增加；使肾、脾等内脏和皮肤、粘膜血管收缩，血流量降低。（3）对血压的影响：麻黄碱常引起收缩压和舒张压

上升，脉压增大。其升压作用缓慢而持久。 

对平滑肌的影响：（1）对支气管平滑肌的影响麻黄碱对支气管平滑肌的松弛作用较肾上腺素弱而持久。（2）对膀胱三角肌和括约肌的影响麻黄碱

能使膀胱三角肌和括约肌的张力增加。可使排尿次数减少，足够量产生尿潴留，用于儿童遗尿症有效。 

对代谢的影响：麻黄碱有增加代谢的作用。解热、抗病毒作用麻黄碱对人能诱发出汗。 

其他作用：麻黄碱对骨胳肌有抗疲劳作用，能促进箭毒所抑制的神经肌肉间的传导，可用于重症肌无力的治疗。麻黄碱还有升高血糖、收缩脾脏、

增加红细胞等作用。麻黄碱对胃肠道分泌通常表现抑制。还可使疲劳的骨胳肌紧张度显著且持久地升高。 

麻黄碱有毒性，用药过量时易引起精神兴奋、失眠、不安、神经过敏、震颤等症状。有严重器质性心脏病或接受洋地黄治疗的患者，也可引起意外

的心律紊乱。大剂量使用会抑制心脏。服用麻黄碱后可以明显增加运动员的兴奋程度，使运动员不知疲倦，能超水平发挥，但对运动本人有极大的

副作用。因此，这类药品属于国际奥委会严格禁止的兴奋剂。 

麻黄碱是一种很好的药品原料，同是对人体也有副作用。但是，只要按医嘱正确服用就不会对人体有害。国家限售含麻黄碱的感冒药只是为了限制

毒品贩子的活动，大家尽可以放心使用感冒药。 

为什么感冒药会限售? 

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感冒。普通感冒，祖国医学称"伤风"，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一种呼吸道常见病，其中 30%－50%是由某种血清型的鼻病

毒引起。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的传染性很强，由于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即使是患过流感的人，当下次再遇上

流感流行，他仍然会感染，所以流感容易引起暴发性流行。一般在冬春季流行的机会较多，每次可能有 20～40％的人会传染上流感。 感冒常易

合并细菌感染。普通感冒起病较急，早期症状有咽部干痒或灼热感、喷嚏、鼻塞、流涕，开始为清水样鼻涕，2～3天后变稠；可伴有咽痛；一般无

发热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热、头痛。一般经 5～7天痊愈。 

感冒是由呼吸道病毒引起的，其中以冠状病毒和鼻病毒为主要致病病毒。病毒从呼吸道分泌物中排出并传播，当机体抵抗力下降，如受凉、营养不

良、过度疲劳、烟酒过度、全身性疾病及鼻部本身的慢性疾病影响呼吸道畅通等，容易诱发感染。感冒发作后继发细菌感染。感冒起病时鼻内有干

燥感及痒感、打喷嚏、全身不适或有低热，以后渐有鼻塞、嗅觉减退、流大量清水鼻涕、鼻粘膜充血、水肿、有大量清水样或脓性分泌物等。若无

并发症，病程约为 7～10天。世界上没有药物可以直接杀死感冒病毒，有效方法就是依靠人体免疫系统。所以感冒应以支持疗法为主，特别注意休

息、大量饮水、饮食清淡。这可给免疫系统充分的体力支持。 

http://www.who.int/csr/don/2012_11_23/en/index.html
http://caihaodong.blog.caixin.com/archives/49355


感冒药物主要针对感冒症状进行治疗。诸如：白加黑、康泰克等药物，主要成分是麻黄碱，用来缓解感冒的症状，加快感冒的痊愈。该类品种临床

上主要用于治疗感冒、咳嗽、哮喘等常见疾病，疗效较好。 

但随着近年来毒品形势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大量骗购、套购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从中提取麻黄碱后制造冰毒，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和公共卫

生问题，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管理。诸如：氨酚伪麻美芬片

（日夜百服咛）、氨酚伪麻美芬片 II（白加黑）、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新康泰克胶囊）、狗皮膏、伤湿祛痛膏、天一止咳糖浆等被列为限

售药品。麻黄碱有毒性，用药过量时易引起精神兴奋、失眠、不安、神经过敏、震颤等症状.有严重器质性心脏病或接受洋地黄治疗的患者，也可引

起意外的心律紊乱。大剂量抑制心脏. 麻黄碱对多种动物的最小致死量 50-540MLD（MG/KG）. 服用麻黄碱后可以明显增加运动员的兴奋程度,使

运动员不知疲倦,能超水平发挥,但对运动本人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这类药品属于国际奥委会严格禁止的兴奋剂。麻黄碱既有良好的药效，也有极大

的副作用。很多毒贩使用麻黄碱制造冰毒，随着麻黄碱的限制，很多毒贩盯上了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品，这也是国家限量销售感冒药物的原因。同

时也提醒我们感冒药还是尽量合理使用，不要长期使用以免产生耐药以及对身体造成危害。百服宁、康泰克等市场上销售的感冒药中含麻黄碱成分，

近期在我国一些地区有不法分子高度提炼这一成份后用来制造冰毒。即日起，北京开始对市民购买感冒药数量实施限制。平时感冒能不吃药就尽量

不吃药，有时多喝水、多休息也能好。况且‘限售令’只是限数量，并不是‘限制销售’，一般感冒也不会一下买 5盒药，所以‘限售令’没什么影响。含麻

黄碱类复方制剂是市民常用药品，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感冒、咳嗽、哮喘等常见疾病，如常用的康泰克、百服宁、白加黑、止咳平喘药以及天一

止咳糖浆等。此外还有一些膏药，如狗皮膏、伤湿祛痛膏等。此次“限售令”涉及到的常用感冒药品种达 30多种。 

对于部分市民担心“长服感冒药会否上瘾”的问题？这类药品本身不是毒品，也没有被列入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对于含麻黄碱成分的感冒药，市民只

须按照医师处方或药师指导适量服用，不会有成瘾等副作用，不必过分担心。 多种感冒药中含有的“盐酸伪麻黄碱”成分，是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来

的，具有解热发汗作用。虽然其结构与“摇头丸”的主要成分甲基苯丙胺类似，理论上可以被用来制毒，但在单剂感冒药中含量非常少。麻黄碱（又

称麻黄素）是左旋体或消旋体，而伪麻黄碱（又称伪麻黄素）则是麻黄碱的右旋体，所以二者是一对旋光异构体。麻黄素有较强的中枢兴奋作用。

与肾上腺素一样，可兴奋心脏，松弛内脏平滑肌及升高血糖，作用较为广泛；而右麻黄碱则具有选择性收缩上呼吸道毛细血管、消除鼻咽部戮膜充

血、肿胀，减轻鼻塞症状，而对全身其他脏器的血管的收缩作用较麻黄素小得多，对心率、心律、血压和中枢神经亦无明显的影响。麻黄素的不良

反应较多且明显，主要有以下几点。① 中枢症状：一般表现不安、焦虑、头痛、眩晕、失眠、肌震颤等。长期服用还可引起严重的精神症状（如

精神紊乱、妄想、欣快、幻觉等）。② 排尿困难：麻黄碱松弛膀胧逼尿肌，收缩膀胧三角区和括约肌，引起排尿困难，尤其是患有前列腺肥大的

老年人甚至可出现尿储留。治疗剂量的右麻黄碱则不良反应少且轻，主要有困倦‘口干、胃部不适、乏力、头晕、大便干燥等轻度不良反应，无中枢

神经系统严重不良反应，亦不易导致尿储留。 目前看，短期内麻黄碱成分还无法完全替代，其替代品也大多可以被利用来制毒。 

国家药监局对感冒药进行限购，是因为其中的麻黄碱成分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制造毒品。感冒药含的多半是“盐酸伪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其实

是伪麻黄碱的盐酸盐，而伪麻黄碱则是麻黄碱的旋光异构体。换言之，这三个名称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麻黄碱分子结构并不复杂，分子式为C10H15NO。

在我国，麻黄的使用历史逾计两千年。陶弘景曾将麻黄誉为“伤寒解肌第一药”。换言之，古代人得了感冒，最好的药非麻黄莫属。 

感冒药中含有盐酸伪麻黄碱，是因为它能收缩鼻黏膜血管。缓解感冒带来的鼻痒鼻塞症状，让你感觉舒适。在国内，约有 30％的感冒药含有这一成

分。常用感冒药，如新康泰克每粒含有 90毫克盐酸伪麻黄碱，日夜百服宁、白加黑每粒含有 30毫克盐酸伪麻黄碱。但新康泰克是缓释胶囊，能延

长麻黄碱的作用时间，以此延长症状缓解时间。可见，感冒药中的麻黄碱含量是比较高的。做手术进行腰麻或硬膜外麻醉时，常使用麻黄碱预防低

血压反应。一般成人仅需 5～10毫克便能产生强大的升血压作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麻黄碱并不等于冰毒，药物中的麻黄碱起到有益的治疗作用，和毒品导致的成瘾性、致幻性无关。麻黄碱能与冰毒搭上关系，

全因二者的化学分子结构极近相似。冰毒化学名为甲基苯丙胺，分子式为 C10H15N——只比麻黄碱少了一个氧原子而已，所以又称“去氧麻黄碱”。

从理论上说，将感冒药中的麻黄碱提纯，使之与盐酸、红磷、碘等进行反应、加工确有可能制出冰毒。因此，国家要限制感冒药的购买。 

北京药监总局向各药店发出通知称，对含麻黄碱成分的新康泰克、白加黑、日夜百服咛等数十种常用感冒、止咳平喘药限量销售，每人每次购买量

不得超过 5个最小零售包装。 看了这则消息，很多人不由心头猛地一紧。这倒不是因为我是“不法分子”，试图“大量购买用于提炼制毒品”的想法落

了空，而是因为本人正极为不幸地——患了重感冒，且已服用的感冒、止咳平喘药品牌个个都是“榜上有名”。所以，我是相当地揪心：“麻黄碱”究竟

是个什么东西?尤其是时值深秋，几乎人人都会与感冒药“亲密接触”，其中到底又含有多少这“毒品”呢? 

盐酸伪麻黄碱，是多种感冒药中含有的主要治疗成分，它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来的，具有解热发汗作用，虽然其结构上与“摇头丸”的主要成分甲基

苯丙胺类似，理论上可以被用来制毒，但它在单剂感冒药中的含量非常少。而北京市药监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公众只须按照医师处方或药师指导适

量服用，不会有成瘾等副作用，因此不必过分担心。话虽这么说，但为自家及广大的“感冒同仁”生命安全计，还是禁不住要“过分担心”了。 

一则麻黄碱在感冒药中的含量是否真的少到了“理论上可以被用来制毒”，我们大可姑且不论，但这都成为“主要治疗成分”了，并且又与“摇头丸”主要

成分甲基苯丙胺的结构类似上了，那么，“理论上”是否也又可能成为“毒品”，对患者产生“理论上”的副作用呢?二则单剂感冒药中“含量非常少”也好，



公众“适量服用”也罢，其中的“量”究竟是怎样的“量”?依据何种度量的标准?在抵达公众的“肠胃终点站”之前，我们如何保障这“量”就一定是少量、适

量的，而非大量、过量的? 

不言自明，麻黄碱在感冒药中的含量或许是真的很少，但是否少到了专家或发言人所说的地步，显然是令人疑窦丛生的。若非如此，恐怕我们只能

推导出两厢怪诞的事实。一要么是这“感冒药限购政策”的出台方很“傻”，热衷于公然“自抽耳光”，既然麻黄碱含量如此之少，又何须规定“每人每次购

买量不得超过 5个最小零售包装”?二要么是制毒分子很“傻”，以至于会不计“成本”地选择“原料”，从无“毒”物中一厢情愿地求“毒”，从而给相关部门造

成了“需求旺盛”的“假象”?若立足于常识来看，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而与之相比，更可能的情况或许是“中标”了。 

不惮于作此恶意“揣测”吧，毕竟，我们“药品变毒品”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昔日一度去向不明的“湖南省 900万支氯胺酮制剂”，最终却现身于一桩制

贩毒品“K粉”案件中，令公众大为光火，方才明白自己一直在不自知地“注射毒品”。再比如，与之相距不远，媒体再一次曝光称，精神药成为了广西

省吸毒者的“宠儿”，吸食者比例远远超过了吸食“海洛因”人员，并逐年蔓延。一时间把公众都变成了人心惶惶、道路以目的“神经病”。至于层出不穷、

“公然投毒”的各色医疗卫生事故，多如牛毛，那就更不用提了。　这下倒好，先喝杯“三聚氰胺奶”，呛着了;再吃个“三聚氰胺蛋”，噎着了;心情极度

郁闷，憋着了;恰逢出租车司机闹“罢运”只好吹风步行，冻着了;接着感冒、哮喘它就不请自来了，赶快吃片感冒药吧，一不小心，我这还成了可耻的

“吸毒分子”了。据说，赵本山大叔眼下可能要移民国外了，有否姑且不论，但他那句享誉全国的“XX神”医药广告词，无疑令正捧着一大把感冒药的

笔者愈发地敬畏了——“谁用谁知道!”好吧，咱这就试试“麻黄碱”的纯度。由于药品含有麻黄碱成分，可能被不法分子大量购买用于提炼制造毒品。

即日起，北京各药店将对含麻黄碱成分的新康泰克、白加黑等数十种常用感冒、止咳平喘药限量销售，每人每次购买量不得超过 5个最小零售包装。 

对药店出售白加黑、新康泰克等常见药需要登记、限购，市民表示，会选择其他的感冒药，而不愿意登记。记者注意到，由于此类药品可能被不法

分子利用制成毒品，多数市民都对登记表示理解，而市民之所以不愿意在购药时登记个人信息，一是因为麻烦，二是是害怕泄露个人信息。大约有

近半的顾客在购买限购的药品时嫌太麻烦，不愿意登记，进而选购其他非限购的药品替代，当然也有些顾客在听完工作人员的解释后接受登记，顾

客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登记本平时都是放在柜台里，外人根本接触不到，并且也有严格的管理办法，不会将顾客信息外露。一感冒就比较喜欢吃

白加黑，吃了很多年了，用别的药物根本不能起到效果。市民买药时自己根本就不愿意登记，身份证、联系方式都留给药店，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

那么到底感冒药中的麻黄碱对人体有害吗？ 国家限售部分感冒药的原因是这些感冒药中含有麻黄碱，那么麻黄碱究竟是什么呢？它对人体健康有

害吗？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事情。麻黄碱，英文名称：Ephedrine，别名：麻黄素，蜡状固体、结晶或颗粒。在医学上，麻黄碱是一种很好的药

品原料，很多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就是麻黄碱。但是，同时它也是制造^***的原料，国家限制麻黄碱的销售之后，一些毒贩把目光又盯在了含有麻黄

碱的感冒药上。这是国家限售部分感冒药的真正原因。 

麻黄碱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麻黄碱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远较肾上腺素为强。能兴奋大脑皮层及皮层下中枢，使精神振奋；可缩短巴

比妥类催眠时间，亦能兴奋中脑、延脑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1）对心脏的作用：麻黄碱对心脏有兴奋作用。麻黄碱使心肌收缩力增强，心输出量增加。 

（2）对血管的作用：麻黄碱使冠脉、脑、肌肉血管扩张，流量增加；使肾、脾等内脏和皮肤、粘膜血管收缩，血流量降低。 

（3）对血压的影响：麻黄碱常引起收缩压和舒张压上升，脉压增大。其升压作用缓慢而持久。 

对平滑肌的影响： 

（1）对支气管平滑肌的影响麻黄碱对支气管平滑肌的松弛作用较肾上腺素弱而持久。 

（2）对膀胱三角肌和括约肌的影响麻黄碱能使膀胱三角肌和括约肌的张力增加。可使排尿次数减少，足够量产生尿潴留，用于儿童遗尿症有效。 

对代谢的影响：麻黄碱有增加代谢的作用。解热、抗病毒作用麻黄碱对人能诱发出汗。 

其他作用：麻黄碱对骨胳肌有抗疲劳作用，能促进箭毒所抑制的神经肌肉间的传导，可用于重症肌无力的治疗。麻黄碱还有升高血糖、收缩脾脏、

增加红细胞等作用。麻黄碱对胃肠道分泌通常表现抑制。还可使疲劳的骨胳肌紧张度显著且持久地升高。 

麻黄碱有毒性，用药过量时易引起精神兴奋、失眠、不安、神经过敏、震颤等症状。有严重器质性心脏病或接受洋地黄治疗的患者，也可引起意外

的心律紊乱。大剂量使用会抑制心脏。服用麻黄碱后可以明显增加运动员的兴奋程度，使运动员不知疲倦，能超水平发挥，但对运动本人有极大的

副作用。因此，这类药品属于国际奥委会严格禁止的兴奋剂。 

麻黄碱是一种很好的药品原料，同是对人体也有副作用。但是，只要按医嘱正确服用就不会对人体有害。国家限售含麻黄碱的感冒药只是为了限制

毒品贩子的活动，大家尽可以放心使用感冒药。含麻黄碱的感冒药被实名限购，不少嫌麻烦的购买者想用一些不限购的药品来替代，这样的做法可

行吗？其实，大家对于感冒药有一种误区，觉得感冒药可以治疗感冒。其实现在的感冒大多是病毒性的，并不能通过吃感冒药治愈，感冒药仅仅是

缓解一些感冒的症状。麻黄碱复方制剂是用麻黄碱以及其他各种化学成分配置而成的，所以称为复方制剂。现在这些复方制剂大多用伪麻黄碱成分，



而不用麻黄碱，因为伪麻黄碱对心血管的负作用要比麻黄碱小。麻黄碱或者伪麻黄碱成分，主要功用是帮助鼻腔内毛细血管收缩。现在感冒药大多

包含四种功能：缓解鼻塞、解热镇痛、缓解流鼻涕的抗过敏药物以及镇咳化痰。这四种功能都有不同的成分，虽然现在许多感冒药宣称自己独有的

配方，其实大多数感冒药的成分是这四类，大家最好不要重复吃。对于麻黄碱这种成分，运动员如果要参加重大比赛，一般不会吃这类含麻黄碱的

感冒药，因为麻黄碱成分属于兴奋剂类药物。 这两天，感冒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特别是一些体质比较弱的孩子，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容易感冒。

对于这些孩子，可以适当吃点玉屏风或者脉味地黄口服液，预防感冒。 

天气逐渐转凉，感冒咳嗽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罗列了部分含麻黄碱成分的药品，大家如果要购买这些药品，请记得带上身份证。白加黑、新康泰克、

泰诺、百服咛片、小儿化痰止咳颗粒、复方川贝止咳露、呋麻滴鼻液、复方桔梗麻黄碱糖浆、小儿咳喘灵颗粒等。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含

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管理的通知》，对含麻黄碱类药品限售的文件下发至全市每家药店，即日起实施。该通知对普通患者来说，估计不会带来多少不

便，而对不法分子来说，可能会带来一点麻烦，但对决意制毒者来说，“部分感冒药单次限购 5盒”的规定等于牛栏关猫。你不是每人每次限购 5盒

吗?如果制毒者是个犯罪团伙，或者干脆雇请几人相继走进一家药店，每人 5盒，8人就是 40盒。或者一般来说，仅一个中等城市就有上百家药店，

一家药店购 5盒，80家药店就是 400盒。这样限购还有何意义?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该事先考虑

到“新政策会不会容易让人钻空子?”如果很容易，那说得不客气一点，制定这种政策的人，不是官僚主义，便是管理能力不怎么样。 新政策出台如

打仗，决策者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感冒药可提炼毒品，既实行限购，也该让百姓知情 将对含麻黄碱成分的新康泰克、白加黑、日夜百服咛等数十

种常用感冒、止咳平喘药限量，这是禁毒工作中很细的一项工作，反映出我们的有关部门工作作风非常深入、非常扎实，他们在下最大力气堵死毒

品制造、运输、销售、吸食的各个环节。也很佩服他们的脑子，太聪明了，这样一个毒品流通的渠道，他们也能想得到，能给堵得上。现在多讲两

句想来也不会增添自己的过错。既然我们常见的治感冒的药品都存在着这样的副作用，都可以用来制作毒品，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强

督促、严格监管，让所有的制药企业在自己的产品说明书中，将各种不良反映和毒副作用作一详细说明。实事求是地讲，近些年来在这一方面，我

们的各有关部门肯定是作了大量的工作。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药品都有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二是

个别毒副作用说明过于专业，当然处方药的说明是让专业人士看的，我们也就不苛求了，但是非处方药的说明还是可以通俗点，这也包括药品的正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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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老年健康问题新闻发布会全文 

2012年 10月 10日 15:24 来源于 财新网 

2012年 10月 10日，中国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老年卫生有关工作。并就湖北黄石霍乱疫情、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中国拟建人体器官分配与

共享系统等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012年 10月 10日，中国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老年卫生有关工作。并就湖北黄石霍乱疫情、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中国拟建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等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答问实录如下：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邓海华：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卫生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10月是我国第三个敬老月。今天安排的主题是我国的老年

卫生工作，很高兴邀请到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孔灵芝副局长向大家通报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在发布会主席台

就座的还有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铁梅教授。 

　　下面有请孔局长通报有关情况。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各位媒体朋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截至 2010年底，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 1.78亿，占总人口的 13.26%，

65岁及以上人口 1.19亿，占总人口的 8.9%。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随着寿命的延长，老年人易患疾病的发

病率和伤残率上升，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近半数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对医疗卫生和保健服务形成较大压力。 

　　卫生部高度重视老年卫生工作，积极贯彻落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结合深化医改，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是着力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提高老年卫生服务能力。2009年至 2011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截至 2011年底，全国已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91.8万个，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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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大人员培训力度，鼓励基层机构建立全科医生团队、开展家庭签约医生服务。近年

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逐步增强，提高了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孔灵芝： 

　　二是巩固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提升老年人医疗保障水平。截至 2011年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达到

8.32亿，参合率达到 97.5%，人均筹资水平从 2005年的 30元提高到 246.2元，93.6%的县区市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达 70%

以上，各省平均补偿封顶线大于农民人均纯收入 6倍，99%以上的县区市补偿封顶线高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6倍且不低于 5万

元，98.7%的县区市开展了新农合门诊统筹，有效地减轻了农村老年居民的就医负担。 

　　孔灵芝： 

　　三是强化老年人健康管理和慢性病预防控制，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自 2009年，卫生部将老年人健康管理作为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之一，制定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开展疾病防控知识教育，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基础上，

每年为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 1次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对发现已确诊的老年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提供规范化

管理，对体检发现有异常的老年人建议定期复查。截至 2012年 6月底，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人数为 9712.2万人，高血压

规范管理人数为 6612.6万人，糖尿病规范管理人数为 1813万人。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常见慢性病是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是造成老年人失能的重要原因。卫生部把慢性病防治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

组织实施了系列重大慢性病防控项目，加大了脑卒中筛查和干预、癌症的早诊早治、慢性病综合防治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的力度。组织实施了“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项目。今年 5月，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5个部委局联合

印发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慢性病防治规划的实施，为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实现最大程

度延长老年人独立、自主生活时间这一健康老龄化目标创造了条件。 

　　四是大力发展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满足老年人医疗护理需求。近年来，卫生部制定了《社区护理管理指导意

见(试行)》《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和《“十二五”时期康复医疗工作指导意见》，修订完善了护理院和

康复医院基本标准。积极发展护理院、老年病院、康复医院等面向老年患者的延续性医疗服务机构。提出“十二五”期间要逐

步建立和完善“以机构为支撑、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逐步构建分级医疗、急慢分治的医疗模式。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当前，我国老年卫生工作主要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人口基数大、高龄老年人多，慢性疾

病患病率高，整体上带病生存时间长。我们面临着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保障服务能力不相适应的严峻挑战。

二是我国老年卫生政策和措施还不够完善，针对老年人特点的专业化医疗卫生服务尚未形成，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老年卫

生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今后，卫生部将根据深化医改“十二五”规划要求，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做好以下工作。一是

继续做好新农合制度建设工作，巩固扩大参合率，不断提高筹资水平，到 2015年，人均年补助标准提高到 300元以上，进一步

提高老年人医疗服务保障水平。二是落实《中国护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开展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调整医疗资源

布局与结构，加强医院老年病科、临终关怀科建设，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老年病、临终关怀病房。开展试点，探索建立针对老

年、慢性病、临终关怀患者的长期医疗护理服务模式。三是进一步发挥社区和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作用，有效落实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老年卫生项目，不断拓展老年卫生服务内容、范围和形式。做好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规范化控制管理；

广泛开展老年疾病防治知识宣传，促进老年疾病早发现、早治疗。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社会性的问题，需要全社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共同应对。要实现积极、健康的老龄化

社会，需要从促进所有年龄阶段的良好健康和健康行为做起；需要从创造促进老年人健康和参与的社会环境做起。我们也衷心

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老年卫生工作，为提高我国老年健康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谢谢大家。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邓海华： 

　　10月份的卫生相关的纪念日比较多，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分散发材料，包括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有关情况、我国高血压防

控工作的有关情况、我国骨质疏松预防信息，鉴于时间关系不一一宣读，相关专家也在发布会现场就坐。 

　　下面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提问时请通报你所代表的单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现在我国老年人口的患病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刚才已经谈到我国老龄化的特点是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快、高龄化。老年人易患疾病的发病率和综合率都相应上升。根

据 2008年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两综患病率是 43.2%，城市是 53.4%，农村是 34.8%，

慢性病的患病率为 43.8%，城市是 53.2%，农村是 38.9%。老年人主要的慢性病的患病率依次是高血压、脑血管病、糖尿病、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缺血性的心脏病。 

　　中国日报记者： 

　　10月 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精神健康伴老龄，安乐幸福享晚年”，请问我国老年人的总体精神状况是怎样的，

是否有地区调查数字可以说明这个情况，比如各地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患抑郁症或者患老年痴呆的比例是怎样的？现在从医疗

投入、医疗技术政策方面看中国的老年精神健康具体面临哪些挑战？我国卫生部采取或者即将采取哪些措施面对这些挑战？我

国在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达到老年期痴呆、抑郁症的早期识别率达到 40%的目标，提出这个

目标的意义何在？中国现在的老年期精神疾病的识别率有多高？这种识别率是高还是低？如果是低的，早期识别率低会有什么

样的危害？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我国现在 60岁以上人群的抑郁症和老年痴呆患病率的比例，目前我国没有全国性的数字，根据

部分地区调查结果，60岁以上的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 4.2%。关于抑郁症的患病率，北京市有一个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群抑

郁症患病率是 4.4%。 

　　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在精神卫生方面存在哪些挑战，我们即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改善老年精神健康

状况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服务资源不足。我国现在平均每万人的精神科床位数 1.58张，全球平均水平是每万人 4.36

张，应该说我们的床位数和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其次，我们的专业人员十分短缺，目前有两万多名精神科专科医师，3.5

万名护士，因此无法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精神卫生服务需求。第三，患者的医疗保障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现在基本医疗保障

方面投入水平比较低，保障能力不强，所以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孔灵芝：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精神卫生的政策和投入力度。2010年 2012年，各级政府共投入了 154亿元用于改扩建 548家精神卫生

医疗机构和支持 608家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基本医疗设备的配置，使得全国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同时，国

家在加大力度进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培养培训工作，也逐步纳入议程。在 20112012年中央财政共投入 600万元用于精神卫生

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我们相信，尽管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但随着深化医改措施的全面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和面临的问题会逐

步得到解决。 

　　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台最近在开展一项媒体公益行动“我的父亲母亲”，关注的就是老年痴呆人群。我们发出三点倡议，一是为老年痴呆更

名；二是希望为老年痴呆的患者免费佩戴黄手带，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家；三是希望把老年痴呆纳入常规体检。这三点诉求，不

知道有关部门是否有相关措施或者下一步有什么样更好的措施来改善？ 

　　邓海华： 

　　我已经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我的父亲母亲”大型新闻公益活动，我们对中央电视台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

的挑战，特别高度关注老年人健康这一行动表示赞赏，并将给予这次公益行动大力支持。你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来

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孔局长和专家回应。 

　　对包括医学名词在内的科学技术名词的审定和公布，我国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授

权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和公布的权威机构。经这个机构公布的科技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其中医学名词的审定和公

布，由设在中华医学会的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公布。1995年审定公布的

神经病学医学名词表中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个名词，有“阿尔茨海默病(曾称老年早期痴呆)”。我请教了医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的专家，他说曾称的意思是，以前有这个名词，规范化后的名字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要规范使用还需要一个过渡，就

好像汉字的简化字和繁体字一样，使用需要一个过渡。要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人来规范使用医学名词，包括在新闻媒体、在规

范的出版物上广泛使用，还需要做大量的科学普及工作。我以为中央电视台的这次新闻公益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普及的

行动。如果有一个更能够被大家接受的既科学、又通俗的医学名词，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邓海华： 

　　据我了解，在央视“我的父亲母亲”公益活动为痴呆正名这个行动之前，国内有关专业机构已经启动了申请更名工作。我

相信有专业机构的努力，有社会舆论的推动，中华医学会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一定会本着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精神，

按照既定的工作程序，对于疾病名称更名进行严格的审定。 

　　下面的问题请孔局长回答。 

　　孔灵芝： 

　　关于央视公益行动的第二个行动是“发放黄手环”行动，对于这个行动我们大力支持。过去也有一些国家也有这样行动的

先例，我们国家过去也有“黄手帕”的行动，主要是帮助患者找到回家的路，这是非常有爱心的社会活动，我们表示积极支持。

这里也呼吁全社会都能够积极加入到行动中来。 

　　关于第三个行动，推动把老年痴呆的筛查列入常规体检项目。一个项目，对某种疾病要不要进行筛查，取决两个方面。一

个方面要看这个筛查是否有意义，我们通过筛查，早期发现后有相关的治疗措施，对愈后确实有帮助；另一方面，这样的筛查

是否有明确的工具，是否有明确的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适用范围。目前，也有一些方法，但是据我了解这些方法还不是由卫生

部或者中华医学会这样的权威机构颁布的诊疗规范。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对于工具、技术、程序要进一步完善。

刚才也谈到 AD8量表的问题，请李涛教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邓海华： 

　　李涛教授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老年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老年科副主任 李涛： 

　　AD8量表是比较简单的痴呆筛查工具，我们医院对这个量表在国内做了研究验证，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初步验证，发现它对

于痴呆人群有一定的筛查作用。但是对用于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体检，是不是能够很好地适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当

然，对于老年人做认知功能体检是非常好的活动，筛查的工具还需要更成熟，还需要对工具的适用性和全面性做出全面的评判，

确实能够准确的将患者筛查出来才有意义。 

　　第一健康报道记者： 

　　请问孔局长，刚才你提到实现最大程度延长老年人独立自主生活时间这一健康老龄化的目标，能否介绍一下健康老龄化是

什么概念？刚才你介绍每年为 65岁以上老人做健康体检，请问健康体检的项目有多少项？是医院还是体检中心做这些项目？ 

　　孔灵芝： 

　　关于“健康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老龄化的战略。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老龄化虽然给

社会带来了很多挑战，其实也创造很多机会。老年人也是重要的社会经济和资源，老年人多也就意味着我们获得的资源也会多。

但是重要的前提是这些老年人是健康的，如果这些老年人不健康，显然只能成为一种社会负担，而不会成为一种健康的资源和

经济的资源。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心是加强老龄化的健康。怎么样促进老龄化的健康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促进所有年龄的健康和健康行为来预防和推迟不健康的发生。我国尽管人均期望寿命延长了，但是健康期望寿命还

是比较低的。我们延长的寿命很多时间是带病生存的，显然不会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要延长健康寿命不是等到老

年人的时候才开始做保健，必须是从年轻的时候，各个年龄段就要养成健康的行为，来预防或者推迟慢性病的发生。比如多进

行体育活动、健康饮食，避免有害酒精的使用、控烟等等。 

　　第二，要早期发现老年人代谢的变化，其实在严重的冠心病、心梗、脑卒中、尿毒症这些之前都会有一些早期的变化，血

压升高、血糖升高、血脂升高等等。对于这样一些老年人要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样就会让他在疾病早期阶段得到有效控制，不

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会大大提升他的生命质量。 

　　第三，要能够创造一些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环境，发展新的老龄化的模式，创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社会。这就是世界卫

生组织提出的积极的老龄化的概念。 

　　邓海华： 

　　关于老年人健康体检的问题。在深化医改中，我国把老年人的保健，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列为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卫生

项目之一。是由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每年为辖区内 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一次健

康管理服务，主要内容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的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并且每次把这些内容记录到健康

档案中。另外，已经把高血压、糖尿病等纳入到慢性病管理。 

　　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国际上有数字说 65岁人口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高达 26%，就是说四成以上的老年人患有精神疾病，这是国际报道。中国的数

字相对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另外老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和一般成年人比是高还是低？另外，9月以来深圳口岸连续发生了四起

博卡病毒的病例，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6日 9日湖北黄石发生了霍乱病例，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现在情况如何？关于冠状病

毒，之前发过一个通知，是要加强排查，请问下一步如何加强防控？ 

　　孔灵芝： 

　　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一位记者的提问。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最主要疾病是抑郁症和老年期痴呆。目前没有全国性的数字，

部分地区调查显示，老年期痴呆症的患病率是 4.2%，抑郁症的患病率北京是 4.4%，这两个数字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海华： 

　　你问到的三个情况。关于“博卡病毒”，这个病毒在我国是 2006年出现的，还不是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对于霍乱，昨天湖北省卫生厅网站已经公布了这起疫情。近日，黄石市发生了一起霍乱疫情，截至 9日中午 12点确诊 3例

霍乱患者，1例带菌者。所有的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都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病人病情比较稳定。 

　　具体原因是患者在某一酒店聚餐，酒店餐饮加工的一个人员有一个带菌者，而且是负责加工凉菜。接到疫情报告以后，当

地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工作，积极处置疫情。湖北省卫生厅、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派专家组赶赴现场进行相关疫情的指导防

控，黄石市相关地区也采取了隔离治疗病人、管理密切接触者、预防服药、环境消毒、应急监测、健康教育等措施，并加强了

食品安全管理。目前疫情的处置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卫生部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核实了解情况，要求湖北省做好病例救治、

疫情防控、密切接触者的密切观察和消毒处理等工作，派出国家级专家组，今天早上已赶赴现场指导工作。进一步的情况我们

将继续关注。 

　　霍乱疫情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主要是由 O1血清群或者是 O139血清群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经

水、食物以及生活的密切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它的典型症状是水状腹泻，严重的可以导致脱水，可发展为循环衰竭导致

死亡。近年来我国的霍乱发病率已经非常低了，并且这几年散在发生的都是轻症病例，临床以补液和抗菌治疗为主。 

　　邓海华： 

　　关于冠状病毒，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9月，沙特阿拉伯和英国先后报道了两例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散在感染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这个新冠状病毒和 2003年流行的 SARS病毒是不一样的，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已经造成了人员之间的传

播。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报道新型冠状病的病例，全球也没有新增加感染的病例。 

　　境外疫情发生以后，卫生部高度重视，并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卫生系统内部的相关工作，

包括收集相关的信息，如病原学、疾病防控、卫生救治等等，对信息加工整理，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同时指导各地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病例的监测、排查、报告工作。现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具备了实验室检测能力，我们也对全国 32个省

级和 131个口岸城市的疾控机构和检验检疫机构，包括 400个网络实验室进行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在“两节”期间

卫生部牵头成立了跨部门、跨区域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协作机制，制定了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和诊疗技术指南，并且配

合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宗教局制定了口岸和朝觐人员的疫情防控预案，积极落实相关措施。 

　　同时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网站上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国际旅行健康提示。卫生部将进一步强化部门之间的合作，

按照预案的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技术方案，同时加强培训和演练，指导各地，尤其是朝觐人员出入境

口岸城市卫生部门做好疫情防范和应对的准备工作。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报道的疑似病例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确诊为甲型 H1N1

流感。 

　　香港健康卫视记者： 

　　我国公立养老医院和民营养老医院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否会对民营养老医院给予一定的支持？ 

　　邓海华： 

　　这个问题都不是我们两个熟悉的领域。我简单回答一下。对于整个社会办医，在 9月 1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陈竺部长提到了我们要强化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的规划管理，要给民营医疗机构留有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调整资源的

时候，要对符合准入标准的民营医疗机构优先考虑，特别是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举办老年病院、护理院等老年诊疗机构，这是

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比较薄弱的地方。北京市最近出台了 18条意见都有这方面的内容，都在发展之中。 

　　财经杂志记者： 

　　材料中提到要积极发展护理院、老年病院、康复医院，请问发展的方式是什么？是新建一些医院还是在现有医院中增建相

关科室？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二级医院。还有费用的问题，比如说康复，现在并没有纳入医保报销费用，以后在康复、护理和其



他方面产生的费用从哪里来？第二，长期护理服务体系中的特点是居家为基础，神经退行性疾病像老年期痴呆，实际上需要长

期的专业护理，不知道居家是否能够满足需要？我们是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子女少，不能满足护理老年病的老人，很多时候是

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孔灵芝： 

　　刚才我已经谈到，我们最近也有很多文件的颁发，包括护理的、康复的。关于你谈到社区里是否能够满足老年人专业护理

的需求，以及一个孩子可能很难进行家庭护理的问题，卫生部颁发的《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特别提到，随

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护理要逐步向家庭、社区延伸。社区卫生机构在老龄护理、慢性病护理和临终关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开

展试点，探索针对老年慢性病和临终关怀患者的长期的医疗护理的模式，大力发展老年人临终关怀的服务。提出建立以机构为

支撑、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服务体系。 

　　针对长期卧床患者，晚期的呼吸机治疗患者，重点加强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增强医疗机构长期护理服务能力，要根据实际

需要，设立老年病和临终关怀病床，收治老年病患者等，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引导的方式，新建和改扩

建以及扶持一批护理型的医院。对于适合在家庭护理的患者，可以开设家庭病床的方式提供服务。另外一个途径，加强社会养

老机构的医务室的规范化建设，明确功能定位、服务范围、人员和仪器设备配备要求。同时也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和当地的医疗

卫生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养老机构的老年患者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教授 张铁梅：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事情。老年人一旦身体出现问题或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医疗和护理问题如何解决。关于

机构的支持和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可以综合解决这些问题，老年人长期护理一部分是医疗护理、一部分是生活护理，这两

部分分开，这样使得老年人得到比较好的照顾，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凤凰卫视记者：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们很熟悉糖尿病、冠心病这些，但是心理健康并不是听到的那么多，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方面我们之

前不是很重视，现在开始重视了，原因是什么？卫生部在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今后有什么具体计划或措施？ 

　　孔灵芝： 

　　不能说我们过去不重视，现在开始重视了。正确的说，是现在更重视了，当然整体上讲，我们心理卫生服务的起步是比较

晚的。现在我们正通过一些积极的办法开展心理卫生的服务工作。比如我们从 2008年起，已经在全国 26个城市开展试点，建

立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等等。刚才提到的央视公益活动，还有其他活动，说明大家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我们今后也会在

这方面更多地开展这方面的服务，以满足老年人身心健康需求。我们知道“双心医学”，就是心理和心血管两大领域结合，一

方面关注躯体健康、一方面关注心理健康，这些方面过去都做过一些尝试，当然更多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健康报记者： 

　　有两个问题，老年人和儿童一样都属于特殊人群，一些疾病在老年人身上的发病特点和治疗方案可能和年轻人有所不同，

我想了解目前是否有这样的统计，有多少医疗机构设置了老龄学科，这些老龄学科分布在什么样的医疗机构？随着老龄化的到

来，老年学科的设置是不是一种必然趋势？可能未来卫生行政部门是否会考虑把老年学科的设置放在医院的等级评审中？ 

　　材料中我看到“针对老年特点的专业化的医疗卫生服务尚未形成”，我想知道针对老年人特点的专业化医疗卫生服务模式

是什么样的专业模式？ 

　　张铁梅： 

　　你提到的特定人群确实是老年卫生的特殊方面，我们面对的是经历了一生的功能减退和疾病风险趋高人群，这个人群的医

疗服务方面，新闻稿中有两点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是延续性治疗，一个是长期的、综合的医疗护理服务模式，这可能是从老年

医学角度上特别强调的特点。如何在现有的老年科体现这个特点，是加强老年卫生服务工作的能力和提高水平特别需要注重的。

现在医疗服务模式大部分是根据急性病设立的，我国的医疗机构中，无论是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还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在努

力向这个方向在加强，确实因为长期的医疗模式的影响和专业的分科，对老年人特定人群的诊疗存在一些距离。所以这个特点

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综合连续，如何体现综合连续，是今后所有医疗机构的老龄科和从事老年健康管理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北京晚报记者： 

　　今天看到有媒体报道卫生部刚刚出台了《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请问我们没有办法在网站上看到这个文献，能

否介绍一下这个文献有哪些亮点，将解决我国在人体器官移植上的哪些重要问题？ 

　　邓海华： 



　　很抱歉我也没有看到这个文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后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这是卫生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和卫生部人

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共同制定的文件。上个月召开了会议，文件还没有正式印发。制定《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

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遵循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要的目的是为更好地贯彻《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规范捐献来源的器官，有效地降低移植等待名单中的患者的死亡率，提高受者的术后生存率，消除不公平性。同时，通过《办

法》，还能够建立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信息系统，依靠这个信息系统进行移植器官的分配，提高分配的效率，降低或者防

止器官浪费，实施监控管理，保证每一例分配的器官的溯源性，消除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通过这些措施，积极稳妥

地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下一步，我部将根据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工作会议的精神，由 164家器官移植资质医院和心脏死亡捐献资质医院，共同构

成我国的器官分配组织，在 OTC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共同领导下，以地区为单位合理构建组织网络，规范有序地开

展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工作。 

　　邓海华： 

　　谢谢大家，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版面编辑：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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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行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012年 10月 01日 18:35 来源于 财新网 

中国疾控中心 1日发出国际旅行和出入境健康提示，请往返于阿拉伯半岛国家的所有人员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防 

相关报道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 

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据新华社 10月 1日消息，针对新近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 1日发出国际旅行和出入境健康提示，请往返于阿

拉伯半岛国家的所有人员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防。 

　　健康提示说，前往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也门、阿曼、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等地旅游、经商、劳务输出、求学

以及朝觐的我国公民，应注意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新进展情况及有关预防方法。旅行期间应注意保持均衡饮食，充足休息，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避免过度劳累；注意饮食卫生；居住或出行时应保持室内或交通工具内空气流通。年龄较大人群、有基

础疾病的人群尤其应当注意自身健康。 

　　健康提示说，出境前，可适当准备一些预防及治疗常见传染病如呼吸道疾病的药物；应提前咨询目的地气候、环境等特点，

适当准备衣物；可适当准备一些防护用品，如口罩、消毒纸巾等；出发前如感到不适，例如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肌肉疼痛

等，建议痊愈后再开始行程。 

　　尽管现有资料提示新型冠状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中国疾控中心仍提示请前往阿拉伯半岛国家的人员尽量减

少前往人群拥挤尤其是密闭的场所并长时间停留；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传染源、储存宿主等尚不清楚，不排除病毒通过

动物感染人类的可能性。因此，健康提示请前往上述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人员应尽量避免到动物饲养、屠宰、生肉制品交

易场所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避免直接接触动物及动物的排泄物；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环境卫生，做到勤洗手，避免

用手直接触摸眼睛、鼻或口；尽量避免密切接触有呼吸道感染症状人员；若当地有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外出时应尽量佩戴口罩；

当个人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尽量避免与其他人员密切接触。参加团体旅行活动者，建议终止旅行或暂时脱离

旅游团队，进行自我隔离休息，并密切观察自身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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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提示说，从阿拉伯半岛回国的人员应主动配合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做好入境检疫工作，如实填写健康申报卡；在入境

时患传染性疾病尤其是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人员，应当主动将患病情况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并配合卫生检疫部门开展调

查及相应医学检查；回国 10天内，如果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当及时就医并主动向医护人员告知近期赴阿拉伯半岛地区

的旅行史、在当地的动物接触史以及归国后的密切接触史等情况，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诊断、治疗和流行病学调查。 

　　中国疾控中心称，该健康提示是依据对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所致疾病的现有知识制定的。随着对病毒和疾病特点的深入了解

以及疫情的发展，健康提示将及时更新。(新华社记者吕诺) 

版面编辑：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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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 

2012年 09月 30日 19:40 来源于 财新网 

要求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并提醒相关出入境人员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我国 

相关报道 

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据新华社 9月 30日消息，记者 30日从国家质检总局获悉，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刚刚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质检总局发

布公告，要求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并提醒相关出入境人员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我国。 

　　国家质检总局指出，世界卫生组织 9月 23日报告，英国确诊 1例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此病例发病前具有去往沙特阿

拉伯王国旅行史，发病期间曾在卡塔尔多哈一家医院救治。此前沙特阿拉伯曾报告 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 

　　为防止该型病毒传入我国，国家质检总局提醒来自上述地区的人员，如有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入境时应当主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口头申报。入境后出现上述症状者，应当立即就医，并向医生说明近期的旅行史，以便

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国家质检总局要求我国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来自上述地区人员的体温监测、医学巡查等工作，对申报或现场查验发现有上

述症状的人员仔细排查，对发现具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嫌疑者，应当及时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 

　　为保护我国前往上述地区人员的健康安全，我国检验检疫机构将在口岸以多种形式告知出入境旅客有关感染冠状病毒疫情

信息和防病知识，增强出入境人员防病意识。 

　　质检总局提醒，前往上述地区的人员，可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咨询或登录质检总局网站卫生

检疫与旅行健康专栏，了解疫情和有关预防方法。旅行中或旅行后发现上述相关症状者，应当立即就医，并在出入境时向检验

检疫机构申报。（记者 朱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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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 

2012年 09月 29日 15:44 来源于 财新网 

要求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等地区具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嫌疑者，及时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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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网站 9月 29日消息，国家质检总局 9月 27日就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中国发布 2012年第 147

号公告，要求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等地区具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嫌疑者，及时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 

　　　　公告全文如下： 

　　　　质检总局关于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我国的公告 

　　世界卫生组织 9月 23日报告，英国确诊 1例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该病例发病前具有去往沙特阿拉伯王国旅行史，发

病期间曾在卡塔尔多哈一家医院救治。此前沙特阿拉伯曾报告 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为防止该型病毒传入我国，

保护我国前往上述地区人员的健康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来自上述地区的人员，如有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等急性呼吸道症状，入境时应当主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口头申报。入境后出现上述症状者，应当立即就医，并向医生说明近期的旅行史，以便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二、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加强对来自上述地区人员的体温监测、医学巡查等工作，对申报或现场查验发现有上述症状的人员

应当仔细排查，对发现具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嫌疑者，应当及时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 

　　三、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在口岸利用显示屏、广播和发放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告知出入境旅客有关感染冠状病毒疫情信息和防

病知识，增强出入境人员防病意识。前往上述地区的人员，可以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咨询或登陆

国家质检总局网站(http：//www.aqsiq.gov.cn)卫生检疫与旅行健康专栏，了解该地区的疫情和有关预防方法。旅行中或旅行

后发现上述相关症状者，应当立即就医，并在出入境时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 

　　四、前往上述地区的人员应当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出现较重的感冒、发热症状应当立即就医。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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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可能 

2012年 09月 29日 09:48 来源于 财新网 

国际上对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严重性、疫情危害程度的认知有限，尚不能准确判断其危害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大小 

相关报道 

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据卫生部网站 9月 28日消息，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英国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发现 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两名病例

均出现急性重症呼吸道症状，并伴有肾功能衰竭。其中英国报告的病例在发病前有赴沙特阿拉伯旅行史。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已证实该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 SARS病毒，暂不建议采取任何旅行限制措施。 

　　卫生部高度重视此次新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现已由流行病学、医疗救治、实验室检测、风险沟通、卫生应急管理等方

面专家组成的卫生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家组，并对此起疫情进行了研判和风险评估。专家认为，由于国际上对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严重性、疫情危害程度的认知有限，目前尚不能准确判断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危害我国公共卫

生安全的风险大小，也不能排除我国存在该疫情输入的可能。 

    为了做好该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准备工作，卫生部已组织专家完善相关预案，制订相关防控工作方案，积极部署相关工作。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此次疫情的流行病学、临床及实验室相关资料，做好疫情应对技术准备，并在

其网站上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问答”信息。 

    9月 27日，经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英国公布得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与我国保存的冠状病毒进行比对，发现该病毒与

SARS病毒相应区段核苷酸同源性只有 73.6%，与世界卫生组织结论一致，目前，该中心已具备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室分子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9/100443542.html?sourceEntityId=100443751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8/100443092.html?sourceEntityId=100443751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2-09-27/100442640.html?sourceEntityId=100443751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9/100443751.html
http://www.caixin.com/
http://china.caixin.com/2012-09-28/100443092.html?sourceEntityId=100443542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2-09-27/100442640.html?sourceEntityId=100443542


检测能力。9月 28日，该中心对全国 32个省级疾控机构、130余个口岸城市疾控机构，以及有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机构的人

员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 

附：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答问 

　　2012年 9月 23日 WHO官方网站通报，英国卫生防护署报告 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此前沙特阿拉伯也有 1例病例报告。

同日，英国卫生防护署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并于网站公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问答要点进行了编译。 

　　1. 目前已报告多少例病例？ 

　　截至 2012年 9月 23日，全球共有 2例实验室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发病时间分别为 2012年 7月、9月。第 1例病

例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并在沙特阿拉伯当地死亡。第 2例确诊病例为卡塔尔人，发病前曾前往沙特，并在中东感染，在伦敦被

确诊。另有几例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2. 何为冠状病毒？ 

　　20世纪 60年代中期首次发现人类冠状病毒，是一组能引起人和动物呼吸系统感染的病毒，主要分为α，β和γ三个亚组。 

　　3.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特征是什么？ 

　　这株新型的冠状病毒是首次发现，目前已确诊的两例病例均在中东地区感染。第 1例病例由荷兰的实验室确认，第 2例病

例由英国健康保护局病毒参比实验室确认，两毒株基因序列同源性为 99.5%。目前该毒株感染病例的临床表现、传播和疾病严重

程度尚不清楚。 

　　4. 该病毒感染主要症状是什么？ 

　　两例病例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呼吸困难等急性重症呼吸道感染症状。现在不清楚这是不是该病毒感

染后的典型症状，以及该病毒是否可以广泛传播。 

　　5. 治疗方法是什么？ 

　　目前尚无特异性治疗措施。建议出现严重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住院治疗，并主要采取对症支持疗法。 

　　6. 该病毒传播途径？ 

　　冠状病毒与流感等呼吸系统感染的传播途径相似，可通过感染者咳嗽和打喷嚏等方式导致传播，但目前该新型冠状病毒的

传播途径尚不明确。 

　　7. 该病毒的传染性如何？ 

　　鉴于第 1例病例发生在 3个月前，提示该病毒传播能力似乎非常有限。但由于新发病毒存在引起严重疾病的可能性，故应

谨慎对待，采取诸如隔离病人、对医务人员采取保护措施等。 

　　冠状病毒比较脆弱，在体外仅可存活约 24小时。普通的清洁剂和消毒剂均能轻易将其灭活。 

　　8. 感染从何而来？ 

　　目前尚不明确，无证据表明该病为人畜共患病。 

　　9. 有针对该种病毒的疫苗吗？ 

　　目前没有。 

　　10. 是否有实验室检测方法？ 

　　目前主要的检测方法是 PCR进行病毒的核酸检测和基因测序，全基因测序可确认病毒毒株。 

　　11. 如果我计划前往中东，应该怎么办？ 

　　目前全世界仅有 2名确诊病例，WHO尚未发出旅行限制建议。中国疾控中心将根据疫情进展适时更新旅行建议。 

　　12. 如果我到了中东并出现感冒/发热症状，应该怎么办？ 

　　如果症状轻微，你有可能得了常见呼吸道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普通感冒。但是如果症状加重，或出现呼吸困难，

你应该立刻就诊。 

　　13. 该病毒感染与 SARS（“非典”）类似吗？ 

　　SARS也是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但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不是 SARS。冠状病毒可引起一系列症状，既可导致症状轻微的普通

感冒，也可能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目前的两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均表现为严重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程度类似 SARS（“非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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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恐慌 

2012年 09月 28日 09:03 来源于 财新网 

第 1例病例发生在 3个月前，且两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中尚未见续发病例，提示该病毒传播能力似乎非常有限 

相关报道 

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据新华社 9月 28日消息，一种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冠状病毒近日首次被发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卫

生应急中心主任冯子健研究员说，目前全球仅确诊两例病例，均在中东地区感染，公众不必为此紧张恐慌，但出现类似症状要

及时就医。 

　　据介绍，截至 23日，全球共有 2例实验室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发病时间分别为今年 6月和 9月，两毒株基因序列

同源性为 99.5%。两例病例均在中东地区感染。第 1例病例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并在沙特阿拉伯当地死亡，由荷兰的实验室确认；

第 2例确诊病例为卡塔尔人，发病前曾前往沙特阿拉伯，由英国健康保护局病毒参比实验室确认。另有几例疑似病例正在调查

中。 

　　目前，该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尚不明确。冯子健说，鉴于第 1例病例发生在 3个月前，且两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中尚

未见续发病例，提示该病毒传播能力似乎非常有限。但是，如发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应按照高传染性重症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

防护措施进行感染防范。两例病例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呼吸困难等急性重症呼吸道感染症状，建议出现

严重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及时就医。发病前到过中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要向医生说明。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尚无特异性治疗措施，也没有疫苗。据冯子健介绍，我国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将加强对不明原因肺

炎的监测，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将密切关注疫情及相关信息，加强相应技术准备。ＷＨＯ尚未对中东地区发出旅行限制建议，

中国疾控中心将根据疫情进展适时更新旅行建议。（新华社记者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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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为什么不断“推陈出新”？ 

2012年 09月 28日 07:28 分类：科技 标签： 传染病, 医卫

 阅读：1954 评论：0 

       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大有改善，可为什么新的传染病还会不断出现呢？ 

原来，病原体会不断地“变”。病原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发生“突变”，变成一种新和病毒或细菌，引起人类疾病。例如：禽流感病毒原本只

感染鸡通过突变获得了感染人的能力；猪链球菌变异后造成了 2005年四川省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起猪链球菌病人类感染的疫情。 

病原体不但会“变”，而且还会“搬家”。动物是人类新传染病重要和潜在的丰富来源，动物身上的病原体会不断地“搬”到人的身上。由于人类捕

杀野生动物、砍伐森林等活动，使得原有生态屏障被破坏，一些野生动物被迫离开栖息地；人类到林区旅游、饲养宠物等人类活动，也可以使人有

机会接触某些动物。因此使一些本来在动物间传播的病原体移了主人， “搬”到人体内定居，引起了人类的疾病。例如：引起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冠

状病毒可能来自于果子狸，是人类把果子狸搬上了餐桌，才导致疾病在人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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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病原体不断出现，老的病原体却不肯“离去”。它们会通过突变，产生对人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继续“呆”在人间。结核杆菌耐药，导致近

十几年来全球结核病发病率明显增加。它们也在“搬家”，从老流行地区“搬”到新的流行区。原在非洲的坦桑尼亚流行的基孔肯雅热近几年来搬到东

南亚，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引发了大流行。 

病原体不断地“变”，不断地“搬家”，使传染病不断“推陈出新”。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鏖战正酣，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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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 

2012年 09月 27日 09:50 来源于 财新网 

根据丹麦国家血清研究院 26日的最新检测结果，最近两天丹麦境内报告的 6个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已经被全部排除，均确诊为普通流感 

相关报道 

五丹麦居民疑似感染类 SARS病毒 

世卫组织发布新型类 SARS病毒临时定义 

　　新华社哥本哈根 9月 26日报道，根据丹麦国家血清研究院 26日的最新检测结果，最近两天丹麦境内报告的 6个新型冠状

病毒疑似病例已经被全部排除，均确诊为普通流感。 

　　丹麦国家血清研究院传染病主任医师塞拉·克劳斯当天对媒体说：“检测结果表明，丹麦目前还没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病例。但我们仍然建议，如果你在过去 10天内去过沙特阿拉伯或卡塔尔并且有发热等感冒症状，务必向医生进行咨询。” 

　　丹麦欧登塞大学医院传染病主任医师斯文·斯滕翁·彼得森对丹麦电视二台说，经过测试检验，该院 25日收治的 5个疑似

病例全部确诊为乙型流感，其症状与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后的症状相似。这 5名患者中，一名最近去过卡塔尔，一名曾去过沙

特阿拉伯。5名患者中有 4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其中一名家庭成员最近去过中东地区。 

　　丹通社 26日报道说，第六例疑似感染者于 25日进入哥本哈根市郊的哈维德夫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该患者近期内也曾去过

中东地区。经检测确诊，该患者患的也是普通流感。 

　　世界卫生组织 24日发布公告说，一名 49岁的卡塔尔男子近期从沙特阿拉伯回到卡塔尔后出现了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后转入英国伦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英国卫生防护局确认其感染的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与导致 2002年冬到 2003年春肆

虐全球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即“ＳＡＲＳ”病毒同属一个“家族”。 

　　世卫组织又于 26日凌晨宣布，截至 25日，他们没有收到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新病例报告。世卫组

织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还说，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和引起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冠状病毒不同。因此，

此前媒体用“类非典病毒”来称呼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恰当。（记者 杨敬忠　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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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发布新型类 SARS病毒临时定义  

2012年 09月 26日 16:50 来源于 财新网 

临时定义用以帮助各国应对此种新型病毒，包括“正在调查的病例”“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三个标准 

相关报道 

SARS病毒泄漏调查 

五丹麦居民疑似感染类 SARS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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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记者 刘虹桥）9月 2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一项新型类 SARS病毒的临时定义，以帮助各国应对此种新型

病毒。23日，世界卫生组织曾通报两例确诊感染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患者在临床上表现出急性呼吸综合症和肾功能衰竭。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仍在对两例已确诊的病例进行调查，目前尚未接到额外的确诊病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这种

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病毒非常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定义包括“正在调查的病例”“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三个标准。 

　　　 “正在调查的病例”在临床症状上显示为：需要住院治疗的伴有 38摄氏度以上高烧和咳嗽的急性呼吸综合症，以及无

法用其他感染和病因学解释的可疑呼吸困难。 

　　　在流行病学标准上，“正在调查的病例”应满足在发病前十日内与感染者有过亲密接触，在生病的同时还伴有可信的或

已确认的冠状病毒感染，或曾在最近通报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可能已发生病毒传播的国家和地区旅行或居住。 

　　　根据此项标准，同时符合上述临床定义和流行病学标准但还未获得实验室确认的患者被归为“疑似病例”。一旦通过实

验室确认，该患者则为“确诊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称，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该种新型冠状病毒后，依据《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向所有成员国立即通报了此

种病毒的相关信息，并及时协调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技术机构开展研究合作。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确立了可为各成员国提供

冠状病毒专业支持的实验室网络。 

　　　2012年 9月 22日，英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一例急性呼吸综合征病例，患者曾去往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9月 23日，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向其成员国通报了上述病例的详细情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2012年初，一名 60岁沙特籍男子因感染冠状病毒死亡。来自荷兰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医疗中

心（Erasmus Medical Centre）的全球著名微生物学家 Ron Fouchier也表示，经实验室测试，这种冠状病毒为首次发现。 

　　　英国卫生防护局专家对上述两男子肺部组织的病毒分离株进行了病毒测序。对比研究显示，两者的基因序列呈现高达

99.5%的一致性。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与往常一样与沙特进行紧密合作，为该国的 10月麦加朝圣提供卫生措施支持。 

　　　据新华社报道，9月 25日晚间，丹麦欧登塞大学医院（Odense University Hospital）发布媒体申明称，该院接收了五

名疑似感染类 SARS病毒（非典型肺炎）的患者。9月 26日下午，院方将公布检验结果，以确认这五名患者是否感染上述新型

冠状病毒。  

　　　附：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临时病例定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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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丹麦居民疑似感染类 SARS病毒  

2012年 09月 26日 15:23 来源于 财新网 

9月 23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该病毒系首次被发现。医疗机构正在对五名丹麦患者进行检查，以判断他们是否感染了此

种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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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企业期待扩大中国业务 

丹麦首相亮相夏季达沃斯 

羽毛球男双中国柴飚/郭振东不敌丹麦组合 

丹麦央行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2% 

天顺风能收购 Vestas丹麦风塔工厂 

标普下调丹麦银行信用评级 调高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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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贸易部长：不担心与中国做生意 

丹麦经济部长：欧洲已做好自身防火墙工作 

丹麦媒体称中国企业有意收购全球风电老大 

原中国驻丹麦大使谢杭生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财新网】（记者 刘虹桥）据新华社报道，9月 25日晚间，丹麦欧登塞大学医院（Odense University Hospital）发布

媒体声明称，该院接收了五名疑似感染类 SARS病毒（非典型肺炎）的患者。 

　　目前，欧登塞大学医院正在对这五名患者进行检查，以判断是否感染了一种可能导致严重呼吸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9月 23

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经实验室研究，此种病毒系首次被发现。 

　　欧登塞大学医院院长延斯�彼得�斯蒂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五位患者均为丹麦居民。除检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患

者还将做一系列更为常见呼吸道疾病检查。 

　　延斯•彼得•斯蒂森表示，院方将于当地时间 26日下午对外公布检测结果。在确诊之前，这些患者都将接受隔离治疗。 

　　9月 23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发出通报，一名 49岁的卡塔尔男子近期从沙特阿拉伯回到卡

塔尔后出现了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后转入英国伦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英国卫生防护局的专家经过检查，确认该男子

感染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与 2002年冬到 2003年春肆虐全球的 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家族。冠状病毒家族庞大，有些病毒可感

染动物，有些可感染飞禽，有些可感染人类。对人类而言，感染冠状病毒通常会引起感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2012年初，一名 60岁沙特籍男子因感染冠状病毒死亡。英国科学家进行比对后发现，这名沙特

籍男子死后肺部组织分离出的病毒基因序列，与上述卡塔尔患者的病毒基因序列的一致性高达 99.5%。两人临床表现均为急性

呼吸道感染合并急性肾衰竭。 

　　据新华社报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可达 7至 10天。英国卫生防护局呼吸科主任约翰�沃森表示，基于目前对其他

冠状病毒的研究，大部分接触者已度过潜伏期。截至目前，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所有接触者都未出现疑似感染。 

　　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上述病情后，丹麦卫生与药品管理局曾向全国发出通告，在近期曾前往卡塔尔或沙特阿拉伯的居民中，

若在归国十天内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应及时寻求医疗帮助。 

　　对上述 60岁沙特籍死者进行肺部组织病毒分离的沙特微生物学家阿里•穆罕默德•扎基称，这种新型病毒与一组蝙蝠冠状病

毒显示出较高的相关性。 

　　来自荷兰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医疗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re）的全球著名微生物学家 Ron Fouchier也表示，经实

验室研究，该病毒的确是首次发现。 

　　截止到发稿时，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发出旅游警告。世界卫生组织仍在获取关于此种新型冠状病毒的

进一步信息，以确定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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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细菌和病毒是“怕冷”的。它们只能在夏季作恶，一到冬季，它们就躲了起来。有些细菌和病毒“不怕冷”，它们即便在寒冷的冬季也有办法

生存。现在正是数九寒天，我们要认清这些“不怕冷”的细菌和病毒，防止它们利用寒冷的冬季流行，导致人类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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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细菌是“怕冷”的，因为细菌一般喜欢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繁殖。一些主要在水和土壤中生存的细菌：如霍乱弧菌、大肠杆菌、痢疾

杆菌等，在 10℃以下和干燥的环境下几乎不繁殖。因此，冬天它们只能以“冬眠”的方式苦苦地等待着天气变暖。病毒一般都“不怕冷”，长期在低温

下也能存活。但病毒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需要寄生在别的生物细胞(宿主)中才能复制(病毒的繁殖)，如果它的宿主“怕冷”，它也只能跟着它们在冬

季“休眠”。例如：乙型脑炎病毒、登革热病毒，它们需要在蚊子体内生活一段时间。可蚊子怕冷，它们也就算是“怕冷”的了。 

有些细菌“不怕冷”，如脑膜炎球菌、链球菌(猩红热的病原菌)、百日咳杆菌等。尽管它也和其它细菌一样，喜欢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繁殖，

但它们会找地方“躲藏”，它们常常藏在人的鼻咽部。例如脑膜炎球菌，大约有 5～10%的健康人鼻咽部就带有这种细菌。人的鼻咽腔黏膜上又暖和

又湿润，这些细菌们在这里过冬简直舒服极了。而且，当人说话、咳嗽、打喷嚏时，它们又可借机“飞”进另一个人的鼻咽腔。如果碰到抵抗力较差

的人，尤其是儿童，它们就可以在黏膜上大量繁殖起来，甚至还有机会“钻”进人的血液“放毒”，导致人类生病。脑膜炎球菌“钻”得更深，能“钻”进人

的脑脊液，导致流行性脑膜炎。所以，流行性脑膜炎、猩红热、百日咳等疾病常常在冬春季节流行。 

细菌也有真不怕冷的。李斯特菌真不怕冷，在 1～4℃的低温环境中照样生长不误，所以贮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也不能幸免，常常被人称为“冰箱

里的杀人细菌”。它可以经消化道感染人体，使人得病。但李斯特菌只能感染少数抵抗力低下的老年人、怀孕妇女、新生儿、艾滋病和肿瘤患者等，

因此不会导致疾病流行。 

一些寄生在人鼻咽部的病毒则更喜欢冬季的来临，如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腺病毒、麻疹病毒等。这些病毒在外界的抵

抗力很弱，往往离开人体就很容易死亡。在冬季，人们都爱呆在屋子里，门窗紧闭，尤其是人员密集的电影院、游戏厅、火车和飞机上，人和人的

距离特别近，病毒很容易通过飞沫传传播给另一个人呼吸道黏膜上“传宗接代”。再加上冬天的天气寒冷，气候干燥，人们的呼吸道黏膜抵抗力下降，

这些病毒不仅可以寄生在鼻咽部黏膜细胞中，还能乘机“钻”进入人的气管和肺里，导致气管炎和肺炎。麻疹病毒还能钻进人的血液，导致全身出疹。

因此，冬春季也是流感、感冒、麻疹等呼吸道病毒性传染病的流行季节。 

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是引起人类病毒性腹泻的主要病因。这些病毒从病人的大便中排出，冬季“不怕冷”，在外界抵抗力很强，离开人体不会马

上死去，可通过污染食物、水、门把手、水龙头等，借机进入另一个人的消化道，导致腹泻流行。所以，病毒性腹泻与细菌性腹泻不同，常常在冬

季流行。 

这些“不怕冷”的细菌和病毒，大多数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因此，在冬季应主要注意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少

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到医院看病要戴口罩；多饮水，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呼吸道黏膜湿润；根据天气适当添衣，避免受寒；注意锻炼身体，增

加身体抵抗力，以防这些“不怕冷”的细菌和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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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H1N1病毒】 

上面这些晶莹剔透、结构严整、形状奇异的玻璃雕塑并非取材于艺术家头脑中疯狂的想象。事实上，它们是英国年轻艺术家卢克.杰拉姆（Luke 

Jerram）参照多年来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完成的一套仿生作品，而他模仿的对象，是渺小到无法用普通显微镜观察，却能够对人类一击致命的——病

毒。 

卢克.杰拉姆这一系列的致命雕塑的名单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HIV，可导致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AIDS，艾滋病）；冠状病毒，带来了 2003

年肆虐东南亚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H1N1流感病毒，刚刚在全球掀起一阵恐慌；天花，从人类诞生之初就追随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封

存的高致死病毒；还有一个并非病毒却也可能致病甚至致命的著名细菌——大肠杆菌。 

雕琢 

作为一个雕塑与装置艺术家，同时也是色盲症患者，卢克很早就意识到，传统科学研究和科普作品为了方便观察与介绍，对原本无色的细菌和

病毒使用染色技术或者用彩色图片表示，这实际上扭曲了人类对微生物的认识。他希望自己的玻璃雕塑能够使观者通过与未着色的病毒的近距离接

触引发人类对病毒与自身关系的新思考。 

他的这个艺术创作过程并不容易，每件成品都耗费了他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保证作品的科学性，卢克需要了解病毒学领域的最新进展。

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安德鲁.戴维森博士（Andrew Davidson）的指点下，从 2003年的第一个 HIV开始，到天花病毒、冠状病毒、



几年后的第二个个头更大的 HIV，直至最近的 H1N1，卢克的病毒随着科学前沿的推进越来越贴合它们的真实样貌，但关于病毒的结构，总有科学

的未解之处要用他自己的想象去填补。 

把精心设计的草图变成作品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工艺挑战很大，卢克请了金.乔治（Kim George）、布莱恩.琼斯（Brain Jones）和诺曼.维奇

（Norman Vietch）三位玻璃师傅做技术支持，协助吹制。实际上，要维持雕塑的平衡与稳定很难，有的病毒因为结构特殊，即使大家费尽心思，

烧出来的模型仍因不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破碎。 

图中的这个 HIV病毒是卢克该系列的第一个作品，他将这个另人胆寒的病毒雕塑成 25厘米大小，恰可捧在手心细细端详。当你凝视着手中这

件巧夺天工造物，想到卢克为此花费的大把心机与时间，就不能不感叹自然界中的另外一些“艺术家”，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这样的创作，作品

更加精妙，而速度却远远高于卢克。 

自组装 

一只 HIV病毒如果“有幸”进入某人的身体，它在体液里巡游时便开始物色适宜自己栖居的细胞，方法是用自己表面凸起的那些晶莹的蛋白质探

寻能够与之契合的蛋白模子，而它迟早会找到人体免疫系统的某些 T细胞头上，因为这些大兵体表的 CD4蛋白分子恰好是 HIV那些小凸起的“另一

半”。双方的蛋白一旦接上头，HIV病毒便着陆在细胞表面。因它表面披的一层球形囊膜与细胞膜类似，在另一些凸起的蛋白的作用下，HIV的囊膜

与 T细胞膜融合，HIV辗转腾挪间进入了细胞内部。 

登堂入室的病毒展开它下一层外衣——衣壳，在电子显微镜下细看是由蛋白构成的近球形的二十面体——露出了里面的无字天书，原来，这只

透明的雕塑里面那一团烟雾飘渺的东西，是它自己的装配说明书和几个榔头扳手——遗传物质 RNA，和用于转录与合成的酶。打开装配说明书，榔

头扳手们捡起 T细胞身体里俯拾皆是的螺丝角铁（合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合成遗传物质的核苷酸），就开始自顾自地组装起来。 

装配好的各种零件，包括衣壳里面包裹的酶和 RNA，组成衣壳的蛋白质，被一点点堆放到这个替他人做嫁衣的细胞的边疆，零件们开始各自默

默地组合，衣壳蛋白粒围拢起来，将酶和 RNA包裹在中间，二百五十个衣壳蛋白粒最终合成一个二十面体，一切就绪，出发！一个个组装好的 HIV

衣壳挤出 T细胞的细胞膜，临行前不忘扯一块 T细胞的破皮胡乱围上，晶莹的小凸起从裹着的破皮——现在成了病毒的囊膜——中露出头来，HIV

正式重生。撤离行将就木的 T细胞，它和它的复制体们走向了下一趟征程。 

整个过程平均耗时 2天左右，而这，并不是这个病毒的全部作品。 

潜伏 

生物不会对进入自己体内的异物袖手旁观，病毒还在游弋的时候，体液里就有哨兵在通风报信；HIV悄悄潜入 T细胞的同时，哨兵们也开始抓

紧绘制通缉犯头像了，依据的原型就是病毒表面那些突出的小蛋白。不出几天时间，免疫细胞和抗体们都已经拿着这些通缉犯的头像进行地毯式搜

索了。 

HIV并不能躲过这第一波免疫系统大追捕，它们几乎全军覆没，少数幸存者躲避在淋巴结中，另有一些侵入 T细胞后，将自己的遗传密码缝在

了 T细胞自己细胞核里的 DNA中间，准备过冬。浑然不觉的 T细胞带着这段潜伏的 DNA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消灭入侵者、分裂、复制，把自

己那含有 HIV基因的 DNA传递下去。而这时，这段短小的 DNA静静的躲在细胞核里，仿佛只是一个幽灵，任其他免疫细胞在外巡游，因为没有合

成蛋白，通缉犯的那张头像渐渐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落满了灰尘，偌大的身体里，HIV仿佛已经消失。 

直到某一天，不知是受了什么声音的召唤，T细胞体内 HIV的基因苏醒过来，再度开始表达，将克隆士兵一拨拨释放出 T细胞，此时，战争的

号角才真正拉响。 

变脸 

克隆大军释放之日，就是那些为他人做嫁衣的 T细胞寿终正寝之时。“恐怖分子炸了警察局”，这消息不胫而走，趁着免疫系统忙于收拾残局的

功夫，各种亡命之徒开始对普通居民打砸抢烧，正常状况下本能轻易消灭的病原微生物都成了人体的大敌。 

HIV是借刀杀人的高手，它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看着艾滋病人患上其他各种疾病：感染、肿瘤、器官衰竭…… 

免疫系统不会轻易言败，它们拿出了病毒感染的标准应急预案，又开始散步通缉犯头像，希望像 HIV第一次来袭一样，用免疫细胞和抗体将其

消灭。 

而此时，病毒自己的粗心大意也成了有力的武器。HIV的遗传物质是 RNA，它在 T细胞里要先把 RNA变成 DNA再去复制合成，这个和普通生

物相反的转录过程——普通生物都是将细胞核里的 DNA变成 RNA去合成蛋白质——因为没有纠错程序而漏洞百出。HIV其实不在意这些错误，放出

去活不活得了是它们自己的造化，于是后代们将错就错的用篡改过的装配说明书继续组装，继续突变…..此时，病毒体表凸起的表面蛋白随之发生

了改变。 



可怜免疫细胞拿着刚画好的头像来搜捕的时候，HIV已经变了模样，等它们发现，再去绘制新头像的时候，HIV病毒早不知变了几张脸，身体

各处都已开始告急了…… 

它这样变化的脸不单难倒了免疫系统，科研人员也因为不能准确识别目标而无法研制有效的疫苗，杀杀不死，防防不住，艾滋病成了世纪难题。 

尾声 

没有科学家确切的知道 HIV病毒从入侵、复制、潜伏到爆发的全部过程，未来若干年之内，这些细节也不大可能全部研究清楚，更遑论雕刻出

一个完美的玻璃模型。但 HIV病毒只承认“存在即合理”，它凭着生命的本能，或者说凭着生物大分子的生化反应本质，自组装、潜伏、变异……不

得不承认，一旦一个病毒演化出了如此精致的结构，它也就获得了与其他生物，包括拥有高等智慧的人类，与他们共存于自然界，甚至向其挑衅的

权利。这样的挑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一个艾滋病人看到卢克做的 HIV病毒模型照片的时候，在网站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您的雕塑，即使在照片上看来，也显得那么真实，远远

超越了我以前看到的任何图片。我凝视着它们，凝视着在我身体里成千上万的这些家伙，它们将伴我余生。这种感觉很奇怪，看着我的敌人，可能

最终夺走我生命的敌人，发现它们如此美丽。” 

 

http://songshuhui.blog.caixin.com/archives/30658 

河南蜱虫事件致病元凶扑朔迷离  

2010年 09月 15日 09:38 来源于 财新网 

对于“新型布尼亚病毒”或为致病元凶的观点，有专家建议权威部门慎重下结论，以免重蹈当年 SARS衣原体论覆辙 

　　【财新网】（记者 徐超）据多家媒体报道，“新型布尼亚病毒”可能是河南蜱虫叮咬后致病和死亡事件的元凶。然而，财

新记者了解到，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9月 8日晚，河南省卫生厅披露该省以发热伴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症状的“疑似无形体病例”信息时即提到，今年 5月，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该省部分地区的病例中发现了布尼亚病毒感染，其传播媒介可能为蜱，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相同。 

　　9月 9日，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许汴利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已从患者体内分离出布尼亚病毒。这种病毒同

样可以引起临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的症状，但对它不用恐慌，治疗效果较好。“我们从 2007年就开始监测，开始时考虑到无形

体，目前从患者血清中分离的无形体很少，不敏感，病毒的阳性率很高。但是在治疗上，这个病对四环素类药物又很敏感，所

以，目前疑惑很多。” 

　　9月 14日，财经网报道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病毒分离取得进展，已从部分河南蜱虫叮咬事件的

患者体内，分离出一种新型病毒——“人感染新型布尼亚病毒”，或为致病元凶。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

疾病科主任王贵强教授表示，目前可初步判定，河南被蜱虫叮咬后死亡的患者中，至少有部分并非死于此前怀疑的人粒细胞无

形体病，由于血清样本的不足，目前还难以做更准确的判断。由于无形体病临床上没有特异性指标，多靠医生凭经验诊断，目

前也无法被完全排除。 

　　不过，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传染科揭盛华教授看来，最近流行于河南的蜱虫咬伤病例，可能并非布尼

亚病毒感染病例，而是仍属于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即无形体病。 

　　揭盛华告诉财新记者，布尼亚病毒感染与无形体病最大的不同有两点，其一是外周血白细胞数不同，另一点则是两者对抗

生素的治疗反应不同。 

　　布尼亚病毒是一类病毒的总称，主要有汉坦病毒属、正布尼亚病毒属、内罗毕病毒属与白蛉热病毒属。被这些病毒感染之

后，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将升高，甚至会出现“类白血病反应”。 

　　当某些疾病或外界刺激会刺激机体的外周血白细胞显著增多，这种现象被称为类白血病反应，其特征是白细胞数特别高。 

　　而在《新京报》9月 8日披露的一例死亡病例中，检测结果显示，这位患者白细胞不是增加，而是锐减，与感染布尼亚病

毒的表现并不相同。今年 6月 4日，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人民医院对 73岁的老中医吴德政抽血检查发现，其血小板检测值由正

常的 100到 300个下降至 25个，白细胞值由正常的 4000到 1万个降至 1400个。一周后，吴德政不治身亡。 

http://songshuhui.blog.caixin.com/archives/3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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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盛华还说，除外继发细菌感染，用抗生素药物治疗布尼亚病毒感染患者是无效的。然而，在河南商城的众多病例治疗中，

抗生素药物已被证明有效。这与布尼亚病毒感染的临床治疗特征不符。 

　　因此，揭盛华认为，仅根据上述两点，不考虑其他化验指标的不同，就可判定最近在河南商城等地流行的并非布尼亚病毒。 

　　由于武汉靠近河南信阳，揭盛华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这两年已经收治了多名来自河南信阳，以及

湖北多个地区的无形体病患者。由一种名为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的寄生细菌引起，可经过蜱虫叮咬传播，并以发热伴白细胞、血

小板减少和多脏器功能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 

　　“建议权威部门慎重下结论，不要犯‘SARS衣原体论’的错误。”揭盛华说。2003年 SARS流行期间，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曾有专家认为导致 SARS的是衣原体。而后来得到学术界公认的 SARS元凶为冠状病毒。 

　　这些天，全国卫生系统加强了“蜱传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防控工作。四川省卫生厅就在 9月 14日下发通知，要求

该省各地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曾发现该疾病病例的地区，加强此类疾病的救治、监测，强化人员培训和疾病防控

等工作，做好病例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并“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准确、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尚未就河南蜱虫叮咬后致病和死亡事件的致病元凶给出正式结

论。王贵强教授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此前接受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均表示，需要

进一步调研取证，才会有确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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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一周年后杂感 

2009年 05月 13日 07:19 分类：未分类 阅读：1223 评论：

0 

1976冉广歧；2003钟南山；2008问川 

车宏卿 

标签：冉广歧　钟南山　问　汶川　反思 

●1976 年唐山地震中的英雄 

1976年 7月 28日，唐山发生了 7.9级大地震。惨烈。但在惨烈当中，唐山市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先生，却给了青龙县的父老乡亲们以第二次

生命。当专家们呼吁“唐山一带近期将要发生地震”的时候，这位父母官，本着“宁可丢掉乌纱也不肯牺牲百姓”的大无罪的英雄气概，果断的下

死命令：谁如果继续在房子里住，就要处分谁。 

结果，专家的预言，加上父母官的果断执行，有了青龙县父老乡亲们的第二次生命。 

家有丑妻，国有宁臣，那都是福啊。 

●2003 年非典中的英雄 

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及中国若干城市非典疫情发生。要想快速防治，就要立刻解决“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的问题。病因在哪里？于是，

出现了权威的、强大的衣源体之说，当然，勇敢的钟南山，显示出了学者的应有的风范，竟然敢于抗上，非要坚持冠状病毒之说。最后，权威的、

强大的衣源体说，慢慢没了市场，发声自南国的、学者的冠状病毒说，为中国的快速防治奠定了科研基础。 

在科学面前，有第二种声音，那是民族的福气啊。 

●2008 年的“？”川大地震 

不认识“汶”这个字。但 2008年的 5月 12日的人间惨案，让我永远记下了“汶”这个字，它的发音，就像是那个符号“？”，也正好与“问

题”的“问”同音。一年之后，我想问几个问题，希望各路网管抬举一下。 

一问：汶川地震怎么事先就一点都没有任何征兆？是真的没有，还是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报告？1976年的时候，我们的专家能够做到的事，32

年后，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我们的科研队伍从中应该总结出些什么？我们的管理专家的机构从中应该总结出些什么？ 

http://china.caixin.com/2010-09-15/100180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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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怎么人家四川刘汉希望小学校舍能够巍然屹立，其他的学校就瞬间化为乌有？我们现在还有“王八蛋工程”吗？我们的建筑者、各种建筑

单位、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应该从中总结出些什么？ 

三问那位平时注意安全训练，即便自己不在学校，其他管理者都把学生给安全疏散的学校校长，给了我们以什么启发？我们的各级管理机构，

对危机管理有没有新的认识？ 

四问那些只顾百姓利益，不顾救助家人的父母官们，他们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吗？与此同时，那些见死不救、无动于衷，

甚至还贪污赈灾款物的人们，他们得到了处理没有？我们的管理机制是否得到了完善？ 

五问汶川的母亲们，你们 5月 10日过得还好吗？那一天是你们的节日啊，可是我没敢写什么东西。地震过去，对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的专业

部门有过什么反思？ 

我是想说啊，我们这个民族真是非常了不起：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全中国人，甚至世界全体华人，都那么慷慨大义，都那么舍己为人，都那

么勇往直前。这一切，教育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尽管，我们不愿意有灾难。但是，一场灾难，的确也是一个大学校，它会教育我们许多东西。 

我还想说啊，一年了，我们还应该做点事：反思汶川地震。一句话：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应该思考些什么？应该总结出一些什么？与 1976年唐

山地震时期相比较，在震前预警、震中处理、震后总结方面，我们有了哪些进步，又有哪些值得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一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多做点这方面的工作。 

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仅仅表现在突发事件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英雄行为，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深深的反思、详实的总结以及为了将来而做出

的科学的超前预判。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善于冷静思考的民族，一个越来越富有智慧的民族，一个最有希望的民族。 

当然，为了成为最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必须要拥有一种让各方面的专家发出各种声音的机制体制；为了成为最有希望的民族，我们的机制体制

必须要保证能够培养出能够发出、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专家；为了成为最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必须要拥有一大批坚持科学管理理念，真正把科学发

展理念落到实处，更多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管理工作者。 

仅以此文来纪念 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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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暴眼  

2009年 05月 11日 15:58 来源于 caijing 

  

　　黄山 李虎军 郑祉昀 贾泽驰 

　　新型流感 

　　墨西哥的国家代表色一向是绿色，但疫情暴发后，墨西哥更多的是蓝色或白色——口罩的颜色 

　　4月 13日，墨西哥瓦哈卡州（Oaxaca）一名 39岁的妇女，因流感在首都墨西哥城的医院死亡。事后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表

明，该妇女是首例死于甲型 H1N1流感的患者。 

　　墨西哥国家流行病检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巴雷罗向本刊记者透露，这名妇女是在死亡前一天，即 4月 12日，来到墨西哥

城专业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医院就诊的。此前，她曾在瓦哈卡州的医院就诊，但被当地实验室误诊为类似 SARS的冠状病毒感染。 

　　这名妇女是瓦哈卡州当地税务部门的一名临时工。她在 4月初前往当地医院就诊的原因，是身体乏力和嗓子疼痛。 

　　在这名妇女死后数天，墨西哥城专业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医院接诊了大量的年轻病患，其中有四人死于肺炎，并有三例出现

了与一般流感病毒不同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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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政府首席流行病专家Miguel Angel Lezana告诉《纽约时报》，是他于 4月 16日向隶属于世界卫生

组织（WHO）的泛美世界卫生组织（PAHO）发出疫情警报，称墨西哥出现了一种在流感季节之后的流感和肺炎病患人数骤增

现象。 

　　4月 17日，墨西哥流行病总干事处发布了全国性的流行病警告（epidemiological alert）。这意味着全国所有的医院必须

报告所有的呼吸道病例，特别是肺炎病例；同时建议在发病后 72小时内，要收集所有病患的样本。 

　　此时，不仅患者数量增多，也出现全国性的疫情，墨西哥所有的 31个州和首都墨西哥城，都有感染了当时还不确定的甲型

H1N1流感病毒的病例报告。 

　　但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此时还不具备独立检测甲型 H1N1病毒的能力，所有的病患样本都是送往美国疾病预防与控

制中心或加拿大国家实验室进行检测的。据美国疾控中心在 4月 30日发表的《发病与死亡》周报中称，只是从 4月 26日开始，

墨西哥的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才具备独立检测甲型 H1N1流感病毒的能力。 

　　墨西哥国家流行病检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巴雷罗也告诉本刊记者，4月 21日，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两例确诊的甲型H1N1

流感病例，并把情况向墨西哥进行了通报。墨西哥 4月 22日又将 53个采集样本送往加拿大国家实验室，加拿大在次日表示，

其中的 20例甲型 H1N1流感病例检测为阳性，同此前美国诊断出的两个病例一致。 

　　也就是从 4月 23日开始，人们发现，他们面对的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变种——甲型 H1N1流感病毒。也正是上述

加拿大实验室确定的那批甲型 H1N1流感病例，引发了墨西哥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随后进入大规模“备战”。 

　　4月 24日，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和墨西哥卫生总理事会发布命令，要求首都墨西哥城及其周边都市群的所有学校停课；同

时告知所有进出港旅客疫情，并告知旅客一旦出现流感症状要立即寻求治疗。额外的措施，还包括通过媒体广泛发布有关防治

的信息，向公众发放口罩和含有酒精的洗手液，避免公共聚会，包括教堂礼拜、剧院演出以及足球比赛。 

　　4月 25日，卫生人员被授权可以强制隔离可疑病例。 

　　4月 26日，墨西哥进入“卫生紧急状态”，拥有 2000万人口的首都墨西哥城，学校停课、影院剧院关闭、全城饭店一律

关张，只可提供外卖。 

　　5月 1日至 5日，除超市、食品商店、金融服务公司、电信公司、石油生产行业、警察、军队和公共交通部门，所有行业

一律临时歇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墨西哥代表处发言人Marco Yuri Jiménez在几天前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听到了总统的命

令后，我当时的感觉是，情况即使不是特别糟糕，也肯定不妙了。” 

　　一夜之间，墨西哥城“万径人踪灭”。墨西哥的国家代表色一向是绿色——从国旗上的条纹，到足球比赛时球员的队服；

从国花仙人掌，到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纸币，充满了绿色。但疫情暴发后，人们在墨西哥看到的更多的颜色却是蓝色或白色

——人们戴上了蓝色或白色的口罩。 

　　在给《财经网》的撰文中，墨西哥《世界报》（Diario El Mundo）的记者 Fredy Fernando Ruiz Condori如此写道：墨

西哥这个热情奔放的民族闭门不出，作为世界上最快乐的 15个国家之一，现在随处可见的却是“尽量不要出门”的标语。 

　　本刊特约记者在墨西哥城看到，由于流感疫情，人们取消了约会，减少了出行，以往极为严重的堵车现象不见了，平日需

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如今只需不到半小时。此外，平常热情奔放的墨西哥人，也不再采取异性贴面、同性握手的礼节习惯，

而流行改用胳膊肘去轻碰对方的胳膊；在纯公务的会见中，则一概以挥手和点头替代。墨西哥学院亚非中心教授 Liljana 

Arsovska告诉本刊特约记者：“流感改变了墨西哥人社交的方式。墨西哥人是非常外向而友好的，现在却非常害怕集体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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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能否复制 SARS行情?  

2009年 04月 29日 20:46 来源于 caijing 

国信证券报告认为，猪流感与 SARS疫情相似，SARS疫情对市场的三阶段影响可资参考,但因猪流感而引发的股市回调幅度不会太大 

　　猪流感从北美迅速蔓延，国内股市亦应声而动。国信证券 4月 29日发布报告指出，市场将猪流感与 2003年的 SARS疫情

相提并论，不无道理。 

　　国信证券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高至四级，这意味着一种重组流感病毒正在人际间传播，可能

引发“群体性”爆发。这一情形正与当年 SARS疫情相似。 

　　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从 SARS疫情爆发期间香港的经验看，SARS疫情对市场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疫情初期，航空、休闲、零售、地产和金融板块遭受严重打击，食品饮料板块未能显示出防御性。而 SARS感染人数稳定

之后，休闲旅游和零售板块急速反弹，医药板块继续跑赢大市，同时公用事业等防御性板块走势转弱。随着疫情消退，股市开

始进入周期性上扬，休闲旅游和零售板块继续跑赢大市，医药板块维持强劲。 

　　鉴于猪流感疫情爆发的时间适逢美国经济开始显露企稳迹象，而中心地区又是美洲，分析师认为，除了休闲旅游和零售板

块外，出口导向型股票，如纺织、集运和造纸，也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将猪流感与 SARS的疫情进行对比可见，猪流感比 SARS更具传染性，传染速度约是 SARS的 5倍。但其致命性低

于 SARS。SARS死亡率约为 10%，而目前仅有墨西哥出现疑似猪流感死亡病例，其他地区感染猪流感后的症状较轻。而且，猪

流感有药物可治，如达菲（Tamiflu），而 SARS仅确认病毒来源（冠状病毒）就花费了数周时间。 

　　鉴于猪流感的传染性和统计偏倚，猪流感确诊和疑似病例以及感染国家的数目将会不可避免地上升。 

　　考虑到这些特征，报告指出，本次猪流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较轻，但持续时间可能较长。按照目前形势来看，因猪流

感而引发的股市回调幅度不会太大。 

　　对近日因猪流感受益的医药股，国信证券认为可能只是一个短线机会，板块短期内的确可以跑赢大市。但是除非后续疫情

严重，否则不太具有可持续性。 

　　目前对抗猪流感的药物包括瑞士罗氏制药公司生产的“达菲”和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瑞乐砂”。在禽流感爆发期

间，罗氏公司授权上海医药集团和深圳东阳光集团生产“达菲”以应对突发疫情，随后葛兰素史克也批准先声药业（纽约交易

所代码：SCR）在相同情况下生产“瑞乐砂”。 

　　罗氏公司的授权仅限于政府采购，而且只供应于国内市场，而葛兰素史克与先声药业之间的协议要宽松得多，先声药业能

够以自己的品牌推广自行生产的“瑞乐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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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未远去  

2008年 04月 14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SARS侵袭人类五周年之际，对 SARS的研究还在继续，围绕 SARS仍有很多待解之谜 

　　李虎军 

　　2008年 4月 8日，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非典型性肺炎”）侵袭人类五周年之际，一场关于 SARS诊

断以及抗病毒研究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中德科学中心举行。偌大的会场，零星坐了几位记者，场面显得有些冷清。 

　　显然，此次发布会的主题——SARS研究，在今天已热度不再。遥想五年前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那场巨大考验，恍如隔世。 

　　2002年 11月，广东省佛山市出现全球首例 SARS病人。这种被简称为“非典”的传染病，此后迅速袭击了全球五大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 2003年 7月，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 8000多人感染 SARS，近 800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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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又有零星案例出现。此后 SARS销声匿迹，远离了公众视野。 

　　然而，在很多科学家看来，无论 SARS是否会卷土重来，对于这种病毒的记忆和关注都不应当中断。 

　　毕竟，围绕 SARS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德国吕贝克大学的希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教授就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提

醒说，SARS研究不能半途而废，“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应对 SARS病毒或其他病毒袭击的准备。” 

　　果子狸是否蒙冤 

　　自从 SARS爆发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寻找 SARS这种冠状病毒的源头。如果找到了源头，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爆发规

律，探求根治之道。 

　　2003年 5月，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与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同行，公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从深圳野生动物

市场出售的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出的冠状病毒，其基因序列与人类 SARS病毒具有 99.8%的同源性。这意味着，果子狸是人类 SARS

的一个重要传染源。 

　　2003年 5月，几乎在香港大学管轶等人揭示果子狸携带 SARS病毒的同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解放军军需

大学等机构专家组成的农业部动物冠状病毒疫源调查组也表示，从果子狸中检测到与 SARS病毒基因序列几乎一致的冠状病毒。 

　　很快，各地禁止在餐馆出售果子狸，并且开始清理野生动物市场。 

　　2003年 12月至 2004年 1月，广州又有四人相继感染 SARS，还有一起无症状的病例，所幸没有出现人际传播的感染。

其中，有两人分别是同一家果子狸餐馆的女服务员和顾客；而从该餐馆果子狸中分离到的 SARS病毒，与从病人身上分离到的

SARS病毒高度同源。 

　　于是，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对市场上养殖销售的果子狸采取灭杀行动，成千上万只果子狸在这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行动中

被捕杀。 

　　但在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果子狸传播 SARS病毒的主张。最近的“翻案者”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医学信

息学中心。2008年 2月，该中心助理教授詹尼斯（Daniel Janies）在《遗传分类学》（Cladistics）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 SARS

病毒在动物和人类传播的途径。 

　　通过对病毒传播链条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果子狸并没有传播 SARS；恰恰相反，是人类将 SARS传播给了果子狸。 

　　詹尼斯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人员在 2005年 2月《新发传染病》杂志发表的论

文曾经提到，天津一个村子发现有猪感染 SARS病毒，而将病毒传给猪的很可能是人——因为猪吃了来自餐馆的泔水。同样地，

人也有可能将 SARS病毒传给果子狸。 

　　对于詹尼斯的观点，多位中国学者表示难以赞同。管轶教授就对本刊记者表示：“假如果子狸不是传染源，清除市场上的

果子狸以后，SARS疫情也不会停止的。” 

　　不过，SARS疫情未再出现，是否可以完全归功于扑杀果子狸，仍然存在争论。实际上，研究人员在浣熊、貉、獾等野生动

物体内，也均检测出与人类 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 

　　蝙蝠传播链 

　　退一步说，即使人从果子狸感染了 SARS可以定论，那么，果子狸又从哪里感染了 SARS？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张树义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 

　　一些科学家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蝙蝠。作为惟一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蝙蝠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占到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

五分之一。而且，之前蝙蝠就有过传播尼巴（Nipah）病毒、亨德拉（Hendra）病毒等人畜共患病的“前科”。 

　　于是，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担任研究员的张树义，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等，开始搜集蝙蝠；香港大

学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等人也在从事类似工作。2005年 10月，他们分别发表文章，称在菊头蝠等蝙蝠中检测出类似 SARS

病毒的冠状病毒。不过，这些病毒与人类 SARS病毒的同源性只有 92%到 96%，也就是说它和人之间的关系，要比果子狸和人

之间的关系更远。 

　　此后，科学家进一步探求冠状病毒演化的奥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及其同事在《病毒学学报》先后发表的两篇

论文指出，在健康的蝙蝠中找到大量新的冠状病毒，蝙蝠可能是冠状病毒最古老的自然宿主。所有在人类、家禽及野生动物等

体内的冠状病毒，均起源于从蝙蝠家族中分离到的冠状病毒。 

　　2007年 10月，已在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的张树义和国内外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新发传染病》杂志发表论

文认为，从蝙蝠家族分离到的冠状病毒处于进化早期，而人类 SARS冠状病毒处于进化晚期。 



　　不过，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定，从蝙蝠这个源头，需要经过怎样的“中场盘带”，或者说经过哪些中间宿主的传递，SARS

病毒才能到达果子狸或者人。 

　　张树义教授对本刊记者坦言，果子狸是 SARS病毒的易感者、孵化器和中间宿主，但并不是自然宿主，或者说最原始的来

源；蝙蝠带有类 SARS病毒，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类 SARS病毒能够直接感染果子狸或者人。 

　　“在这个传播链条上，还缺乏中间环节。可以说，SARS的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彻底搞清楚。”他补充说。 

　　SARS遁形 

　　2003年 7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 SARS已经得到控制。 

　　之后，中国科技部曾专门召开会议，预测 2003年冬至 2004年春再次爆发 SARS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在 2007年 6月 29日《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 B辑：生物

科学》的 SARS分子流行病学回顾文章中透露，他当时在会上曾经提出，如果再度出现 SARS病例，也并不奇怪。 

　　他还提到，如果病毒直接来自野生动物，传染性不会太强，只要及时诊断和隔离患者，就比较容易控制。但如果来自实验

室泄漏，考虑到实验室保存的病毒株系大多已经适应人类，传染性强，就很容易造成人际传播，甚至夺走患者性命。 

　　此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也有科学家表达过类似担心。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地呼吁各国不要放松警惕。 

　　事实证明，SARS并未走远。在广东省省会广州，2003年 12月至 2004年 1月间，就出现了几起散发的 SARS病例。而

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第一轮疫情结束之后，并未中断对广东野生动物市场的监测。他们的监测结果，帮助广东及时发出第二

轮疫情预警并采取有力措施。根据赵国屏及其同事后来的分析，这一轮传播中检测到的 SARS病毒都源于动物，病人病情较轻，

病毒尚未通过变异获得人际传播的能力，因此并未造成大面积扩散。 

　　然而，2004年 4月，北京和安徽出现的 SARS疫情，却要严重得多。而其源头，恰恰是赵所担心的实验室病毒泄漏。 

　　造成京皖两地疫情的 SARS病毒，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实验室。其中，一位女研究生在实验室

被感染后，回安徽探亲期间将 SARS传给母亲，返回北京后被误诊为肺炎，又传染一名护士，而这名护士又传染了更多的人。

这名女研究生的母亲最终医治无效而去世。 

　　此后，全球尚未发现新的 SARS患者。那么，SARS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呢，还是有可能重新爆发？ 

　　在张树义看来，如果果子狸的确是传播人类的罪魁祸首、人类继续吃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话，SARS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仍然

比较大。而《南方日报》记者在 2007年底的一次采访中发现，广东市场上依然有不少商贩偷偷销售果子狸。 

　　不过，管轶教授对本刊记者强调，随着对野生动物市场监管和检疫等措施的加强，SARS病毒正失去在人类社区持久生存的

条件；即使 SARS再度袭击人类，估计也很难形成 2002年到 2003年那样的规模了。 

　　不应是休止符 

　　无论如何，由于围绕着 SARS病毒仍然有着太多的未知数，现在就完全解除 SARS的警报或许为时过早。 

　　希根菲尔德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提醒说，对于 SARS病毒以及其他 RNA病毒，绝不能掉以轻心。像原本于数十年

前销声匿迹的基孔肯亚（Chikungunya）病毒，就在 2006年重新袭击了印度，造成上百万人染病，并于次年登陆意大利等国。 

　　然而，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对本刊记者抱怨说，当 SARS研究“受宠”时，政府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那时一些根本没有研

究能力的人也从中获利，不少钱被白白浪费掉。而今，SARS研究却似乎被打进了“冷宫”，很多非常重要的课题也难以申请到

科研经费。 

　　2008年 4月刚刚出版的《病毒研究》杂志“SARS专辑”中，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和胡志红就呼吁，应该

对蝙蝠和果子狸的生态链进行研究，同时在其他野生动物中，持续调查与 SARS病毒类似的病毒。 

　　赵国屏研究员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寻找 SARS病毒从蝙蝠传递到果子狸或者人的中间环节，以及其他与 SARS相关的后续

研究，无论对于预防控制 SARS，还是禽流感等其他传染病的流行，“都很有价值”。 

　　希根菲尔德教授也认为，中国政府在 SARS研究上其实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经费，只要能够支持一些优秀的研究小组长期跟

踪就足够了。即使像德国这样并未遭受过 SARS之劫的国家，也仍然保持着对于 SARS研究的高度重视。应对病毒的威胁，很

多时候都必须未雨绸缪。 

　　在 2004年 5月欧盟斥资启动的“中欧 SARS诊断及抗病毒研究项目”中，希根菲尔德教授出任了欧方首席科学家。通过

这一项目，来自中国和欧洲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已经筛选出几个抗 SARS病毒的候选化合物。其中，有的化合物还可能具

有广谱抗病毒的功效，对其他的 RNA病毒，如柯萨奇（Coxsakie）病毒和诺瓦克（Norwalk）病毒也有一定作用。 

　　但如今，随着该课题结束，参与项目的中方研究者又很可能陷入“断奶”状态。 



　　对于 SARS，我们是否已经有效地汲取了科研和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并且还在保持足够的警惕？这个疑问或许并不多余。 

　　同 SARS一样，禽流感也属于人兽共患病，寻找传播病毒的中间宿主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国内发生的多起人禽流

感病例中，均未找到动物传染源。 

　　管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警告说，现在虽然已经可以及时诊断出人禽流感病例，但如果不能发现人禽流感病例的长江口

的动物传染源，就等于给病毒多一些变异的机会，增加大流感爆发的风险，“连病毒溯源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去控制？” 

　　或许，对于决策者而言，希根菲尔德的忠告绝对值得用心去听：“我们不能松懈，因为病毒流行的时钟还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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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发现一起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2008年 02月 25日 09:20 来源于 caijing 

患者病重，禽流感病毒（H5N1）核酸为阳性。广东已报卫生部进行确认。此前，广西和湖南已各确诊一例 

　　广东省卫生厅在其网站称，已于 2月 24日通报，在该省汕尾市发现一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患者张某某，女，44岁，四川人，汕尾市海丰县外来务工人员。患者 2月 16日发病，临床有发热、咳痰、肺炎等表现。

曾在当地卫生站和卫生院就医，未见好转。22日上午转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经汕尾市卫生局组织会诊，诊断为“不明原因肺

炎病例”。目前，患者病情危重，正在进行积极救治。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患者标本进行检测，禽流感病毒（H5N1）核酸为阳性；SARS冠状病毒及抗体检测阴性。 

　　广东省省卫生厅专家组根据卫生部《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规定，诊断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已

报请卫生部进行确认。 

　　经调查，患者发病前有与病死禽接触史。已对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及病死禽密切接触者实行严密的医学观察。 

　　卫生厅接报当天立即派出由流行病、实验室、临床等专家组成的省专家组赶赴汕尾市海丰县进行省级会诊，协助指导救治

及调查处理。卫生部门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并已将有关情况向农业部门进行通报。 

　　此前，据卫生部通报确认，2月 18日和 21日，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别确诊一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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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追溯首例人禽流感  

2006年 08月 21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如果信息及早发现并与世界共享，也许可以帮助控制 H5N1的蔓延 

　　楼夷 

　　8月 8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证实，中国第一例人禽流感病例出现于 2003年。这一时间，比早先官方在 2005

年 11月公布的湖南人禽流感病例认定提早了两年。 

　　卫生部称，近期组织专家对一个发生于 2003年的可疑人禽流感病例进行了讨论。患者史某，男，24岁，解放军某部士官，

2003年 11月在北京死亡，最初诊断死于 SARS。但卫生部最终将其追溯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确诊病例。 

　　从疑似 SARS到人禽流感 

　　其实，最早透露这个人禽流感病例信息的，是刊登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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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出版于美国的国际学术杂志。今年 6月 22日，该杂志发表了一篇“致编辑部”的文章，题为“中

国 H5N1人禽流感死亡病例”，作者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曹务春等八名科学家。他

们在文章中回顾了对一位 2003年中国 H5N1人禽流感死亡病例的肺部标本研究。 

　　文章称，2003年 11月，一位 24岁的男子因肺炎和呼吸困难住院，四天后死亡。由于患者的症状以及对其肺部样本及血

清学检测都符合 SARS诊断标准，最初被认为是死于 SARS。但后来，科学家对从穿刺肺组织分离出的病毒进行检测，发现实际

上是 H5N1禽流感病毒。该病毒被命名为 A/Beijing/01/2003。 

　　对病毒的基因排序显示，它是一个与 2004年从中国各个禽流感疫区分离的 H5N1病毒十分相似的混合型病毒。尽管看上

去与 1996年广东鹅身上分离出来的禽流感病毒同源，却和此前从其他人禽流感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有所不同。 

　　文章认为，这项发现对于人禽流感疫苗的研制有重大意义，表明对于不同地区的人禽流感防控，需要采用不同的疫苗。 

　　此事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发言人沃雷•罗迪亚回忆说：“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后，询问了中

国卫生部。他们说没有听说过这事。” 

　　但这篇文章最终启动了真正官方意义上的确诊。据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介绍，文章发表后，卫生部联系了研究人

员，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确诊人禽流感病例的规范进行平行检测。也就是说，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

究所检测之后，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还要再次对样本进行检测。 

　　同时，卫生部还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专家参与确诊。最终，卫生部于今年 8月 8日正式追溯该病例为中国首例人禽流感

病例。 

　　至于为什么确诊拖了两年的时间，在 8月 10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作了解释。他说，科研需

要一个过程，当时没有完善的人感染禽流感诊断标准，从 DNA测序到流行病学、遗传学研究等，都需要非常慎重。再者，科研

机构并非传染病的法定报告机构，当时的禽流感也并非法定的报告传染病。直到 2004年 12月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作出修

改后，才把禽流感列为法定报告的传染病。 

　　SARS冠状病毒最早发现者 

　　中国首例人禽流感病例的追溯，也使得八位科学家受到全球关注。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八位作者，大多数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他们都长期从

事流行病研究，并曾在 SARS等传染病科研中取得重大成果。 

　　论文的第一作者祝庆余为国内著名病毒学家，今年 56岁，主要从事医学病毒的防治基础、诊断技术试剂和疫苗研究。2005

年，他因 SARS防治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 SARS期间，祝庆余和上述文章的第二作者秦鄂德，是最早发现 SARS

冠状病毒的科学家。 

　　目前可以查询到的记载是，香港大学科学家于 2003年 3月 22日首先公布 SARS元凶为冠状病毒。实际上，祝庆余、秦鄂

德等人更早于 2月 20日就已经观察到冠状病毒，并于 3月 21日确认冠状病毒就是 SARS的病原。但由于需要对研究结果进行

论证，且需经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后勤部、卫生部等层层上报，并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进行整体认可，他们的研究成

果最终在 4月 11日才由新华社发布。 

　　在禽流感研究中，祝庆余等也走在最前沿。2005年 5月初，中国青海湖斑头雁、棕头鸥等候鸟发生成批死亡。祝庆余作为

课题小组成员，与中国农业大学刘金华教授等专家一起，确诊了候鸟的发病与死亡系 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所致。这是中

国科学家在禽流感病毒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后来发表于当年 7月的《科学》杂志上。 

　　至于史某这个病例，发生时正值 2003年秋冬季节。当时 SARS疫情已经消退，北京已不属疫区，但有关 SARS卷土重来的

警告不绝于耳，国内对 SARS的防控和监测依然严密。祝庆余等最初怀疑史某死于 SARS，后经实验室检查，排除了 SARS可能

性，将其标为“未知病例”。在中国出现新一轮禽流感之后，他们从 2004年 2月开始对样本进行检测，并由此追溯了中国第

一例人禽流感病例。 

　　“最重要的是信息发布” 

　　在 8月 1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宣布，到目前为止，史某之人禽流感病例为中国首例；对于 2003

年之前是否存在人禽流感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病例报告。同时他表示，要加强疾病预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联系。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发言人沃雷�罗迪亚对记者记者表示，世卫组织建议去调查 2003年前的人禽流感状况。“如果实

验室有人禽流感疑似患者的样本或者标本，那么从科学上说，政府应该进行调查。”但他也承认，这样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人力、物力。 



　　在 6月 10日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目前卫生部门正在对已经发现的病例作进一步研

究。截至目前，分离的病毒中还没有发现有基因重组的迹象，在临床上也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此外，卫生部还要加强疫情

监测工作，并与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最重要的是信息公布。”沃雷•罗迪亚认为，此事再次提醒人们加强疫情发布工作，包括科研机构与疾病预防机构、卫生

部和农业部的协调合作。 

　　他指出，2003年 11月的人禽流感病例发生在从未有禽流感疫情的北京，也是中国近年来人禽流感疫情的特点——即缺

乏与禽流感疫情的关联。他认为，鉴于目前禽流感还没有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动物疫情检测系统

还不够完善。 

　　今年 5月 26日，第 59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同意立即提前实施《国际卫生条例》与防范禽流感和人类流感大流行相

关的条款。这些措施中，包括快速和透明地进行疫情通报、为提出要求的国家调查和控制疫情提供支持等。“如果信息及早发

现并与世界共享，也许可以帮助控制 H5N1的蔓延。”沃雷•罗迪亚对记者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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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迷倒我的写我文章 

2006年 06月 26日 10:15 分类：未分类 阅读：797 评论：

0 

这是北京青年报旗下的《法制晚报》昨天发表的一篇写我的文章。可以说写得真棒！ 

谈到我的咨询原则，我觉得这是对我咨询最好的总结： 

“他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尊重人。尊重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幸福追求、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教育和职业咨询中，人是主体，其余一切

都为人服务,而不是牺牲人的幸福感觉来为其他东西服务，比如出国、文凭、虚荣……” 

我一定要请这个记者吃饭！并且请他或她做人生咨询——给我做啊，这个记者是如此的了解我！知音啊！ 

（做流泪状） 

唱歌的学生最终选择“说话为生”　自家的孩子可能成为优秀大厨——— 

上世纪 80年代在北大流传甚广的一首校园歌曲叫《寂寞的星期天》，词曲作者是当时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 

文化部长的职责用徐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主管学校里的谈恋爱运动。主管者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恋爱，自己却形单影只，心中感慨万千。 

北大团委的徐小平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名满天下的新东方的徐老师。因为以教授英语和做留学咨询出名，他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的身份很容易

就被忽略。事实上，他是谭盾、叶小刚在音乐学院的同学，搞音乐是本行，当英语老师才是副业。 

音乐学院毕业的徐小平被分配到了北大，结识了他一生的朋友和事业伙伴———俞敏洪、王强、包凡一，这些朋友和这段经历从此改变了他的

人生。本来应该唱歌的徐小平，最后选择了“说话”作为事业。 

博客名新书名都有些自恋 

这段故事被记载在徐小平的新书《仙人指路》中。都说这本书是博客书，但徐小平不这么认为。按他的理论，“博客书”是博客里发表的文字结

集成书，说到底就是书。以前很多名家的书，往往都是在杂志上发表后再结集出版的，但谁也没有说那就是“杂志书”。 

徐小平很早就知道博客，使用则是在 2005年 9月。当时，新东方公关部媒体主管王蓓告诉他：“徐老师，新浪给你开了一个博客。”徐小平以

为是新浪给他的特殊优待，他知恩图报，积极地“博”了起来。等到后来知道大家都可以开博客时，徐小平已经欲罢不能了。 

徐小平博客的名字叫“邮箱里的灯光”。这个名字是他上一本书想用的名字，为了这个名字，他没少和出版商打架。后来势单力薄打不过，就只

好从了出版商，书名叫做《骑驴找马》。尽管后来这本书再版时又改用了“邮箱里的灯光”，但徐小平仍然耿耿于怀。在徐小平看来，那些渴望得到

他咨询的学生打开邮箱后，看到他的回信会眼睛一亮，犹如黑暗中的旅人看见了远处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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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自恋的名字大概可以看出徐小平的性格。这一风格在他的新书中继续延续。新书名为《仙人指路》，徐小平说：“我做的事情就是在十

字路口，给走到人生岔路口的青年人分析道路，指出方向……感觉就像仙人指路……” 

买新书买赔了 

徐小平说，把博客文字变成印刷品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可以买来送人。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之前的书之所以有非常高的销量，是因为他买了很

多送给朋友。有一个慷慨的买主，销量还用得着担心吗？ 

徐小平认为，和前两本书相比，新书更能全面展现他的思想和幽默感。还未付印前，徐小平就在博客中大呼：“我的博客要出书了！”他还头脑

发热，决定将赠书给留言的前 1000位博友，并且给前 100名博友签上自己的大名并留下自己的香吻。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每一位博友看了

他的书都能告诉身边的朋友：“徐小平的博客……哎呀，真棒！” 

这些博友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远在澳洲、加拿大……徐小平这桩吆喝生意显然赔大了。他完全未考虑到国外的读者！徐小平一边叫苦不迭，一

边暗自表决心：再穷不能逃邮费，再苦也要兑承诺！ 

让小儿子当厨师 

徐小平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有烦恼。不过，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徐老爸却有他自己的对策。 

在加拿大出生、上学的小儿子 Adam有一天指着一份课外教育课程表，对徐小平说：“爸爸，我想上这个班可以吗？”他的儿子看中的居然是烹

饪班！ 

徐老爸开始对儿子的这一选择非常沮丧。但是他后来发现，小儿子对烹饪的兴趣发自内心，说到底也就是打游戏、做功课、吃汉堡之外的一种

兴趣。既然很早就显露了烹饪天才，如果加以有利引导，他坚信 Adam长大肯定能够成为一名天才厨师。 

今年五一假期，徐小平回到加拿大，发现小儿子这一兴趣还未减弱，在家里做果冻无比入迷。 

带小儿子出去吃饭，在饭店里看着厨师和服务员，徐小平告诉儿子：“如果想吃美味，不一定要自己做，请人做也一样。如果要开餐馆，也不

一定要做厨师，做 waiter也挺好，或者做经理！既然要开餐馆，就要想到开麦当劳、必胜客这样超级连锁店，将来学管理、读 MBA，才有可能做

成大事业……” 

这就是典型的徐氏家庭教育，努力捕捉孩子的才华和兴趣，循循善诱，极力促使和诱导他向这个方向发展。徐小平坚信，Adam一定会顺理成

章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厨师，或麦当劳全球首席执行官，甚至可以开设自己的美食连锁店———当然要看他将来如何奋斗了！ 

生活中发现和感受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欢乐，是徐小平最为享受的事情。Adam买了两个巧克力，怕哥哥抢去，就藏了一个在厨房的杯子里。他

晚上告诉爸爸：“吃了一个，躲了一个，躲在这个杯子里呢！”Adam不会说“藏”字，但却知道 hide是“躲”的意思。 

可惜这样的欢乐，徐小平感慨享受得太少了。 

最得意的人生设计：靠说话赚钱 

徐小平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没含糊过。 

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在音乐学院奋斗时的想法也是做作家。后来到了北大，在一群野心家中间就想着要从政。但没想到留学去了美国，

成了华盛顿最著名的留学生洗碗师，然后去了加拿大，又成为必胜客历史上最有名的海归送货员. 

徐小平 1987年出国，虽然世事多变，但从未对自己丧失过信心。1994年徐小平和朋友搞了一个音像唱片公司，遭遇惨败。失败的原因，徐小

平认为是当时国内商业环境和音乐环境不佳。创业失败后，加拿大有朋友同情地问他：“小平，你这辈子想干点什么？” 

他说：“靠说话挣钱谋生！”至今，徐小平还为自己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自豪！在他看来，像他这样爸爸妈妈没有留下什么财富的穷孩子，除

了写字的双手和说话的双唇，还有什么呢？ 

“靠说话挣钱谋生”这一人生设计，是徐小平至今最为骄傲的，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通天大道。 

上帝只救自救者 

徐小平说他的咨询，就是根据咨询者现有的优势，找出他们仅存的一点点自信和能力，给他们指出他们发展的方向、竞争的优势。 

《仙人指路》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从山西来的 27岁女孩，向徐小平述说了自己生活中的苦恼，工作不好，生活的环境也不好。

徐小平在了解了详实情况后，却说：这一切的不如意都是因为这个女孩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好。 

徐小平说，他对 27岁女性(以及其它大龄女性)的贡献，不亚于钟南山发现 SARS病因是冠状病毒。徐小平说他自己是病理学家。医生负责治病，

把遭到病毒感染的人治好，病理学家则发现这个病人的发病原因。医生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病理学家却能解决一种病的问题。徐小平找到人们问

题所在，至于此后该怎么做，却要咨询者自己拿主意。徐小平说：“上帝只救自救者。” 

他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尊重人。尊重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幸福追求、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教育和职业咨询中，人是主体，其余一切都

为人服务,而不是牺牲人的幸福感觉来为其他东西服务，比如出国、文凭、虚荣…… 

《仙人指路》徐小平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6月出版定价:28元 

 

http://xuxiaoping.blog.caixin.com/archives/27923 

向愚昧宣战 

2005年 12月 14日 01:05 分类：未分类 阅读：475 评论：

0 

向愚昧宣战 

  

  

“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这两个几本上是你的思想。虽然号称什么哲学的，北京大学给你的理想主义，美国给你的实用主义，那个李开复几本上是

实用主义了，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把成功看成那么简单，以为你们几遍文章几次讲话就能解决每个人的人生困惑了，把人当成动物或者机器了吧，

王强才是真正称的上大师，你们这些都是买西药的，冶标不冶本，你们和肯得鸡差不多，人家卖食用快餐你们卖实用快餐在西方都把快餐当垃圾可

是在中国竟然这么好卖，同样别忘了你们所推的西方价值观，西方人都感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苦闷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精神慰藉。你们还把这

个大力宣传！！！！！！！！” 

  

昨天，我把这个帖子发在了博客上请博友们讨论，我非常感谢博友们的阅读和讨论。今天，我要参与讨论这个我非常重视的话题。 

  

我非常重视这个帖子，因为，这个帖子反映了一种可怕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一种可以严重阻挠中国繁荣进步的力量——这个东西叫“愚昧”。 

  

什么是愚昧？这个通篇都是胡言乱语的帖子就是“愚昧”一词的定义：在自己根本不了解一种东西的情况下，就盲目对这种东西采取拒绝、排斥、

否定、攻击的态度，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愚昧。这个帖子，在对李开复、西药、快餐、西方文明等一些列问题上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态度。

所以我要向这个帖子宣战，向这个帖子所包含的愚昧宣战！（我故意不提他对徐小平的攻击，免得人家说我打击报复他）。 

  

举例说明。这个帖子说：“人家卖食用快餐你们卖实用快餐在西方都把快餐当垃圾可是在中国竟然这么好卖”——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快餐在西

方卖得并不比中国差！你可以自己厌恶快餐，但你不可以代表“西方”社会来宣布他们已经“把快餐当垃圾”对待。 

再举例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卖西药的，治标不治本”。此话更是胡说。西方国家那些比中国高的人均寿命，比中国人强壮的国民体质，

难道都是吃你家中药吃出来的？ 

这个帖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帖子包含的愚昧思维。我愿意借题发挥，借这个帖子，向愚昧宣战。 

  

愚昧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存在于个人心中，其力量如青萍之末的微风，也许并不可怕。但一旦愚昧和其他人的心灵串联起来，就会形成阻挡

历史发展火车头的破坏性黑暗力量。这种黑暗力量，在中国历史上造成过一次又一次浩劫。近百年来，前有“扶清灭洋”义和团，后有“破旧立新”红

卫兵（我自己就做过狗日的“红小兵”，喊过“打倒刘邓陶”），都是发生在华夏大地上的大规模愚民运动。虽然这两次运动都是被统治者恶意利用，“群

众是无辜的”，但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群众”总是心甘情愿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群众性愚昧，是每个有理性和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警觉和恐惧的东西。 

  

愚昧是一种暴力。虽然这种暴力开始只是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但这种暴力一旦和权力结合，就会产生黑暗的后果。掌权者愚昧，更是每

个有理性和良知的中国人最要警觉和恐惧的东西。设想发这个帖子的朋友一旦掌权，他肯定会关闭麦当劳肯德基这些被他视为垃圾的西方快餐，并

且是以保护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名义——想象一下，多少祖国的花朵会因为他的愚昧而失去无数童年的欢乐和美味！当然，掌权者愚昧给国家和民族

（或地区）造成的灾难，显然远远不是封杀快餐这样轻松愉快。 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张春桥这话说在 1976春天，

正是日本经济这棵嫩苗长成云杉之时，举国上下，对这棵苗却不看也不要，结果把中国搞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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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还有多少“资本主义的苗”——西方文明的“苗”——应该被移植到中国来而被我们拒绝？ 

  

还很多啊！中国的改革开放，任重道远！ 

  

向愚昧宣战，如同向非典宣战。向非典宣战，我们的敌人不是果子狸不是高烧的人而是冠状病毒；向愚昧宣战，我们的敌人不是发帖的朋友不

是愚昧的人而是人的“愚昧”。愚昧是一种精神非典——别以为这是感冒发热之类的小病，它一旦和群众结合、一旦和权力结合、一旦和舆论结合，

它就会毁灭我们的建设成果！ 

  

无知和文盲是愚昧高发温床，但有时候，读书万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愚昧，而且是更危险地愚昧——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那位提议北京市对外

来人口设置文凭限制的教授。而那位没有读完高中的新东方名师罗永浩则说：我拒绝领北京的暂住证，我他妈不在我的祖国首都暂住，我要暂住，

我就移民出国出了……这就是在同一个问题上，愚昧者和启蒙者的差异。 

  

愚昧无处不在。即时在新闻自由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有可怕的愚昧——美国所谓的反华势力，往往是那些不了解中国、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来过

中国的那些人。我曾在美国电视上看见基辛格严肃地问一个振振有词攻击中国的美国人：你去过中国吗？那位反华女士说：没有。基辛格冷冷地说

了三个字：“I forgive you. 我原谅你（这个傻冒）”。 

  

面对这个发帖子的朋友，我也想问他：你了解西方文明吗？不了解？我原谅你！ 

  

但为了中国的进步，向愚昧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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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病毒泄漏调查  

2004年 05月 2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SARS今春卷土重来已锁定为实验室病毒泄露事故，反映出中国 CDC缺乏基本预警意识和管理不善的现实，以及整个预防卫生体制的软件隐患 

　　赵小剑 朱晓超 

　　4月，曾在 2003年肆虐中国的 SARS疫情在北京市、安徽省卷土重来。 

　　4月 25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证实，此次“非典”疫情可能源自实验室感染。 

　　锁定实验室感染 

　　目前，关于这次 SARS感染源头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据记者了解，参与调查的有三个调查组，分别是卫生部、军事医学

科学院等部门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共同组成的调查组，在 5月 12日成立的由卫生部和科技部组成的调查组，以及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自己组织的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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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CDC难辞其咎  

2004年 05月 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对昨天没有真正地反思，今天便又踏进同一条河流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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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近晚春，满心盼望着欢欢喜喜过“五一”的中国人，忽然又听到了 SARS的报警声。尽管政府应对透明及时，此次 SARS

波及范围较小，但毕竟已经显著伤及无辜，更招致人力、物力和精神方面的巨大损失。4月 28日，新加坡股市下挫 0.3%，分

析师普遍认为这缘于投资人对于中国 SARS疫情的担心——虽说多少属于反应过度，亦足见负面冲击之广。 

　　有心人必然要想：为什么 SARS得以卷土重来？专家已经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并非自然不可抗力，很可能源于实验室工作

人员感染。如此，则是次疫情源于人为事故，其源头则是专司传染病防控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这正是使人痛定思痛、

感喟不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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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速览（2003年 7月 5日）  

2003年 07月 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分红健康保险停售；居民身份证法获通过；五种行为被列为价格垄断；香港暂停狸猫肉进口 

  

　　重要会议 

　　十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举行 

　　6月 23日-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议程包括审议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六项法律草案，并听取和审

议国务院的决算报告和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等，各项议程达 14项。 

　　继续保持利率和汇率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6月 23日召开第二季度例会认为，根据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应继续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是国务院任命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后召开的首次季度例会。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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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亡羊补牢  

2003年 06月 2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如果没有 SARS这场灾难，中国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不会暴露得如此清晰而彻底 

  

　　石东 

    6月 9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例草案结束了在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的程序，进入修改阶段。而在国务院法制

办的工作议程上，这部年初被定为本年度二类法规的条例上调为一类法规。 

　　自北京爆发 SARS疫情以来，许多方面工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可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工作，却不但没有停滞，反

而加快了速度。 

　　“好比是隐藏在水面下的礁石，在水退下去的时候，问题会暴露得更加充分。” 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负责人、国家

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回顾起中国遭遇 SARS后的信息公开问题，深

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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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速览（2003年 6月 5日）  

2003年 06月 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农村税费改革将全面推进；卫生部部署下阶段防治“非典”工作 ；SARS病毒来自野生动物；中国首次对外航开放第五航权 

  

　　焦点 

　　胡锦涛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 

　　5月 26日至 6月 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晤、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建市 300周年庆典和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在

多边活动期间，胡锦涛还会见了一些其他国家领导人。这是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一职后的首次外访，也是中国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产生后，国家主席首次出访。 

　　中俄签署《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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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脱离疫区  

2003年 05月 2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在监察入境旅客的同时，加拿大也同样意识到他们作为 SARS疫区国家之一的责任所在 

　　Tad Fallows 

　　今年 2月 21日，78岁的加拿大居民关水珠（Kwan Sui－Chu）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Metropole Hotel）感染上 SARS

病毒。随后，她乘飞机回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家。在短短一个月内，这一个病例就触发了亚洲以外最严重的 SARS疫情。在加拿

大，近 150人被 SARS病毒击倒，其中超过 20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卫生机构都相继发出了限制前往多伦多旅游的

警告。然而，到 4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就确认多伦多疫情已受控制，并将其从旅游警告地区名单中剔除。5月 4日至今，加拿

大再没有发现新病例。5月 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把多伦多从 SARS疫区名单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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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  

2003年 05月 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中国是否需要建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 

  

　　Tad Fallows 刘安田 胡春磊 

　　此次 SARS暴发，暴露出中国在应对大规模公众危机上，缺少足够的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专业的危机预警和处

理机制，循法定的程序。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效法。 

　　CDC打响 SARS防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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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美国来说，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迄

今为止，针对 SARS，美国 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都

采取了应对措施：研究，协作和信息发布。 

 

http://magazine.caixin.com/2003-05-05/100080030.html 

北京病了  

2003年 04月 2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4月以来，中国政府对于非典型肺炎的认识和应对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 

  

　　楼夷  

　　▲3月中旬至 4月 1日：流言成真 

　　北京市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消息首先是在网上流传的。 

　　3月中旬，网上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陆续出现，有的还言之凿凿地列举出接诊患者的医院。多数人起初视之为

谣言。关于“非典”的报道，曾在今年 2月集中于广东，之后逐渐降温。人们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然而，3月 26日，新华社突然刊出报道：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

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 

 

http://magazine.caixin.com/2003-04-20/100080019.html 

【SARS专题资料】  

2003年 04月 2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资料一：微生物、衣原体、病毒 

　　微生物（microorganism）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群体形微小、结构简单、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或电子显微镜放大数

百倍、数千倍甚至数万倍才能观察到的微小生物。微生物按结构、组成可分为三大类，即原核细菌型微生物（细菌、支原体、

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放线菌）、真核细菌型微生物（真菌）和非细菌型微生物（病毒）。 

　　细菌在分类上属原核细胞型微生物，是一类具有细胞壁的单细胞微生物，因此一个细菌就是一个细胞。细菌具有相对比较

稳定的形态与结构，利用某些实验对其进行检测或鉴定，可以了解并分析细菌的致病性和免疫学特点，也可以指导临床用药以

及进行预防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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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来自何方  

2003年 04月 20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发现非典型肺炎（SARS）病原体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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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超 曹海丽 

　　4月 13日，一个周末。由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牵头的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宣布一项决定，成立“非典型肺炎病原

学研究联合攻关组”。 

　　当天正是国务院召开重要会议再次部署防治“非典”的重大新闻播发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提出，要求全国上下必

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打好同非典型肺炎疫情作斗争这场硬仗，并具体做出六点工作部署。 

　　由于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组织力量攻关，尽快查清病原”的重要性，卫生部成立“攻关组”的消息不那么引

人注目。但有心人立即发现，相关决定表述时含义甚深，在公布“攻关小组”成立的同时，卫生部防治领导小组确定其下属“技

术支持组”将“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的研究工作”。从此，国内各疾病研究机构将不再各自发布研究结果，必须报防治领导

小组，以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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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中香港  

2003年 04月 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我送你一个口罩吧”——香港的恐惧及其由来 

  

　　曹海丽 

　　感染：530人；死亡：13人 

　　恐惧的阴影正深深地笼罩在现时香港的上空。 

　　3月 2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公开承认：“香港正面对一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厉的传染病威胁。” 

　　威胁来自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在香港及内地，这个病症更常被叫

作“非典型肺炎”。 

　　香港自 3月上旬发现了第一例 SARS后，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内，疫情不断扩散蔓延。至 3月下旬，病毒冲出医院进入社区，

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灾情已经非常严重。董建华做出决定，拨款 2亿港元用于防疫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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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专家去广东 

2003年 04月 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 3月 22日来到北京，4月 2日得到批准前往广东省，预计 4月 8日结束行程。因为病例最多且病史最长，中国有可能为防治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中国称非典型肺炎）的国际协作行动作出贡献 

  

　　朱晓超 

　　【一】 

　　3月 22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约翰•麦肯齐博士、布莱曼博士、麦克奎尔博士、伊文斯博士、普莱斯尔博士飞抵北京。 

　　此时，一种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的传染病自 2月间已经袭击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东南亚，并在全世界范围内

扩散开来，三大洲的十余个国家已经出现上千病例。许多观察者认为，这场疫情与自去年 11月中开始在中国广东省开始蔓延的

疫情有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首要使命就是考察两个疫情之间有无关联，此行亦系应中国政府要求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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