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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段涵敏）虽然
我省尚未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但由于该病属全球首次发现， 一旦出现
疑似病例，患者将如何进行确认，如何进
行治疗？ 今天，省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科
副科长刘富强博士， 以一个发烧病人为
例，向记者介绍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的9步确诊程序。 程序规定，若出现首
例病例，将由国家卫计委确诊后发布。

这9步确诊程序具体为，第一步：医
院预检分诊台筛查。 若体温≥38℃，则
分流到发热门诊；小于38℃，且没有咳

嗽、 咽痛等呼吸道症状的去普通门诊。
第二步：发热门诊医生筛查。 给患者做
血常规检查，同时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
进一步做血生化检查和拍胸片。 第三
步： 感染科和呼吸内科医生会诊筛查。
第四步： 医院人感染H7N9禽流感专家
小组会诊筛查。第五步：患者立即隔离，
病例网络直报。 当初步诊断人感染
H7N9禽流感监测病例、疑似病例后，患
者要立即被隔离观察治疗，填写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监测病例、 疑似病例
《传染病报告卡》， 上报至辖区县（市、

区）疾控中心。
紧接着进入第六步程序，即医院采

集患者的呼吸道标本和血液标本送疾
控中心初检，并启动相应流行病学调查
程序。 第七步： 省疾控中心与国家疾
控中心复检。如果患者标本检测结果为
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样本需要
送往省疾控中心做复核实验。复检的过
程一般在4小时左右。 如果是我省首例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则要将标本
送国家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再次复
核。 第八步：省卫生厅专家或国家专家

组会诊后确诊。如果复检的结果与市疾
控的初检结果是一致的，则上报到省卫
生厅， 由省卫生厅组织临床专家会诊，
最终确认是否为H7N9禽流感确诊病
例，并把会诊结果通知上报医院。 如果
是首例，则需要国家卫计委组织专家组
会商后确诊。第九步：确诊病例2小时网
络直报。 当医院接到确诊通知时，必须
在2小时内网络直报。 我省首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须由国家卫计委公
布。 同时，临床医生要立即对患者进行
针对性隔离治疗。

禽流感救治专家
实行出差备案制度
一旦有疫情1小时到位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国清）随着华东地区H7N9病例数字的
不断攀升，大众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关
注仍在升温。 截至10日19时，我省尚未报
告H7N9病例，但一旦疫情袭来，防治能
力是否过硬？ 我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救
治专家组成员之一，湘雅三医院呼吸内科
孙圣华教授今天接受采访表示，专家组承
担全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感染病例的
临床诊断、鉴别诊断和医疗救治的技术指
导工作，在这防控紧要关头，专家组成员
实行出差备案制度， 一旦有疫情发生，专
家组成员将在1小时内到位。

孙圣华介绍，经过非典的“检验”，政
府部门和医院面对重要疫情时，都已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 目前，该院
在临床接诊中一旦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将
上报医院排查组，若仍无法排查，再上报
疾控部门进行检测。“除了院内的排查，我
们还承担全省疑似病例的排查。 ”孙圣华
说， 专家组在省卫生厅领导下开展工作，
可以说是随叫随到。

孙圣华表示，临床接诊中未发现流感
发病异常，病例多成散发性，目前正是流
感高发季， 大众的防范意识也比较强，不
少来看病的患者都是戴着口罩。 他提醒，
目前人感染H7N9禽流感人传人可能性
较小，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要过于恐
慌，同时也不要懈怠。 一旦出现发烧、 咳
嗽、 流涕等流感样症状， 应及早就医，
按医嘱服药后要严密观察病情进展， 如
果没有好转或者出现呼吸急促、 困难等
情况， 要马上到大型医院就诊。

检验检疫部门
严密防控禽流感
出入境人员有咳嗽等

现象需进行医学排查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欢尧 麻祝安） 为确保我省口岸公共安
全和生态安全，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
日迅速启动预警响应措施，严密防控口岸
H7N9禽流感疫情。

据介绍，检验检疫部门重点加强了对
来自H7N9病例发生地区的出入境人员
的卫生检疫， 要求对发现或申报有发热、
咳嗽、 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出入境人员，及
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 要求各
养殖场严格落实防疫消毒制度，完善无害
化处理设施，切断疫病源头，维护出口禽
畜产品质量安全。省内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发现可疑病例1小时内需向湖南局报告，
湖南局1小时内向国家相关部门报告并
向当地政府通报。

截至目前， 共检疫查验出入境人员
7812人，发现有症状人员2人，快速检测1
人。 经过医学排查后，未发现H7N9可疑
病例。对备案养殖场动物流感疫情进行了
全面排查，没有发现H7N9疫情。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出入境旅客，凡有
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应主动向口岸检
验检疫机构申报， 接受流行病学调查和
医学排查。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作为家禽养殖
基地和候鸟集散地， 衡阳市尚未出现
H7N9禽流感感染病例， 但该市疾控
部门仍密切关注H7N9禽流感疫情动
态。 从今天起， 衡阳市疾控中心将在
城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应急监
测， 对活禽市场进行不定期监测。

衡阳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说， 针对
流感病毒， 市疾控中心近年一直都在
进行常规监测工作， 主要是禽流感预
警监测、 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和爆发预
警监测等。

根据近期对禽流感常规监测情况

看， 通过对禽类养殖场工作人员采集
血样及对禽类采样检测， 均未检测出
阳性标本。 对哨点医院流感监测， 每
周采集流感病人的咽拭子样检测， 检
测结果显示 ， 今年的优势毒株为
H1N1(即指“甲流” )和季节性流感，
未发现H7N9病毒。 对流感的爆发疫
情监测结果， 亦未发现任何异常动
态。 此外， 全市疫情系统对不明原因

肺炎进行主动检索， 也未发现异常情
况。

据悉， 为期两个月的应急监测包
括， 每次不定期监测将任选2家活禽
市场， 对市场的家禽处理污水、 家禽
用具、 刀具等采样监测。 同时， 加大
常规监测的监测量， 逐步更新预防禽
流感的消毒药物、 口服药物和个人防
护设备。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国科
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近日对H7N9禽流感病毒进行基因溯
源研究显示，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来
自于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浙江、
江苏鸡群的基因重配。 而病毒自身基
因变异可能是H7N9型禽流感病毒感
染人并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

研究结果初步显示，H7N9禽流感
病毒暂未发现在猪群中的进化痕迹，
暗示了猪在这次病毒基因重配中未发
挥中间宿主的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该研究室病毒片段

的重配研究结果显示，H7N9禽流感病
毒的8个基因片段中，H7片段与浙江鸭
群中分离的禽流感病毒相似， 浙江鸭群
中的病毒往上追溯， 与东亚地区野鸟中
分离的禽流感病毒基因相似；N9片段与
东亚地区野鸟中分离的禽流感病毒相
似。 其余6个基因片段与H9N2禽流感病
毒相似。 据病毒基因组比对和亲缘分析
显示，H9N2禽流感病毒来源于中国上
海、浙江、江苏等地的鸡群。

据介绍， 基因重配的发生地很有
可能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 过程可能
是亚欧大陆迁徙的野鸟（携带病毒）在

自然迁徙过程中（经由韩国等东亚地
区）和中国长三角地区的鸭群、鸡群携
带的禽流感病毒进行基因重配而产
生。

这次的H7N9禽流感病毒在禽类
身上呈现弱毒性， 在人身上却极具破
坏力。 对此专家表示，造成新型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并导致高死亡
率， 源于病毒变异。 现在已经观察到
N9的变异，N9基因片段比一般的N9
基因片段短一些， 但尚不知这种变异
导致何种具体后果。 而H7基因片段和
惯常的H7并未有太大改变。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林
业局日前组织有关专家在上海市采集
野鸟相关样品229份，根据实验室检测
分析，暂未发现野生鸟类携带H7N9禽
流感病毒。

据了解， 国家林业局4月2日组织
有关单位专家， 在上海市紧急开展了
迁徙候鸟、人工驯养繁殖鸟类、人与野
生鸟类近距离接触区域环境样品的采
集工作，共采集鴴鹬类候鸟咽肛拭子、

鹭鸟粪便、观赏鸟等野鸟相关样品229
份。

根据4月6日的实验室检测分析结
果，所采集样品的禽流感病毒H7基因
检测全部为阴性。

从“霸蛮托运”到客商叫好

邵东货运最高降价80%
� � � �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荆彩 蒋剑平 通讯员 杨细林）近日，
记者从邵东县物流发展局了解到，目前，该县已许可经营货运站
486家、发货站106家，物流线路由112条增至132条，物流网覆盖
国内25省。

几年前，邵东托运市场一度出现“霸蛮托运”，物流业主间无
序竞争，物流市场陷入货运价格高、服务质量差、非法行为多的困
境，很多客商纷纷外迁。 为走出困境，2011年11月，该县成立全省
第一个物流发展局，并先后出台货物运输站（场）管理办法、道路
货运站（场）管理工作规范实施办法等，规范物流市场经营秩序。

邵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刘军介绍，邵东物流市场服务主体为
个体工商户，分布分散、经营规模小。 县物流发展局成立后，积极
引导物流业经营者进行公司化经营， 先后在县内整合组建8家物
流发展公司，物流价格主要由市场自行调节。随后，提高行业准入
门槛，对物流从业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在省内外分设专站经营，对

“黑站”坚决取缔，杜绝无证经营。 为强化物流企业安全意识和责
任意识，邵东县还引入风险抵押金制度。货运途中发生责任事故，
物流公司未及时进行赔偿，相关费用将从其风险抵押金中扣除。8
家物流发展公司分别缴纳风险押金500万元，1家发货公司缴纳
100万元。 如今客商上门，各物流公司又发烟又倒茶又帮忙搬货，
货运最高降价80%。

村道竟成村支书私道
二手车转手连环欠款
▲4月7日， 祁东县村民反映说， 该县花竹村南渡桥－杨家

冲路段是2012年底在政府的扶持下新修的水泥路。 这条路总长
700多米， 总费用约20万元， 政府补助一部分， 剩余部分由村
民自行筹集。 让人想不到的是， 工程队将干道300多米修好后，
竟然另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通村支书家门口， 路口还上了一
道卷闸门。 村支书声称这400米是他私人出的钱， 别人不能过。
而在300米长的主干道中间村支书让人架起了一道铁栏杆， 并
派专人轮流值班， 要求过往车辆必须给钱。 易明

▲清明期间， 安乡县安全乡潭子头村70岁刘大爷逢人便
夸： 该县董家垱法庭为他追回了一笔陈年老债。 2009年初， 同
村的朱某向刘大爷借款1万元。 由于双方都不会写字， 便没有立
下借据， 只口头约定还款期限为一年， 可朱某一直未按约还款。
2012年底， 刘大爷再次讨债时， 朱某竟然一口否认借款之事。
刘大爷只好到法院寻求帮助。 为了方便百姓， 3月29日上午，
董家垱法庭办案人员开车来到朱某家中。 承办法官耐心做朱某
的思想工作， 朱某终于承认自己借钱的事实， 并承诺一个月内
一定会将钱还清。 吴炳红

▲4月7日， 因购买二手车不依法办手续， 慈利小伙子杨某
痛失4万元钱。 2009年春， 黄某从中国银行按揭贷款4万余元购
买了一台小车， 黄某后来将该车辆变卖给万某。 万某后来又以3
万元价格将该车转售给杨某。 同年9月， 杨某又以4万元价格再
次将车辆转卖滕某。 2012年4月， 因黄某购车按揭贷款逾期未
还， 银行向法院申请执行， 请求拍卖该抵押车辆。 慈利县法院
受理后依法从滕某处扣押该车辆并予以处理。 滕某找杨某协商
未果便向法院起诉杨某， 杨某见状也起诉万某。 该连环欠款案
经慈利县法院判决生效后， 4月7日， 慈利县法院依法强制扣划
了杨某存款4万元。 因合并执行中， 万某、 黄某下落不明， 又无
财产可供执行， 杨某损失难以追回。 朱爱国 吴扬顺

▲两名男子潜伏地下车库， 一位女车主被抢走2万余元。 日
前， 武陵区法院对此案开庭审理， 主犯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 并处罚金1万元， 从犯吴某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2012年8月， 刘某与吴某购买了玩具枪和绳索等作案
工具， 于夜晚潜伏超市地下车库寻找作案目标。 一女车主购完
物回到车上， 刘某窜上副驾驶位， 并用“枪” 抵住女士腰部，
吴某从后座用手勒住女士脖子。 女车主交出了包内的3000多元
现金后， 两人并未就此收手， 逼迫其说出包内银行卡的密码，
取走2万余元后逃走。 事后刘某分给吴某3000元。 兰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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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拾零

人感染H7N9禽流感如何确诊
疾控专家详解9步确诊程序

中科院一项研究显示：

H7N9禽流感病毒来自东亚野鸟和中国鸡群基因重配

野生鸟类暂未发现携带H7N9禽流感病毒

作为家禽养殖基地和候鸟集散地

衡阳启动H7N9禽流感应急监测

4月7日， 工作人员在进行每日例行3次的消毒。 当天， 长沙市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为防止H7N9禽流感传播， 已经
闭市禁止活禽销售。 目前市场内只允许销售为数不多的 “白条肉”。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