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武汉4月12日电 当前全国本土
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随着武汉“解封”，不断出
现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备受关注。什么是
无症状感染者，他们的传染性如何？复工复产后
如何应对无症状感染者传播风险？相关部门和
地方政府如何管控，怎么排查？公众应该如何做
好自身防护？对于这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
题，新华社记者采访相关专家一探究竟。

焦点一:
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如何

统计数据显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月11日报告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63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2例；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4例（境外输入14例）；当日
解除医学观察55例（境外输入4例）。尚在医学
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086例（境外输入332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魏晟说：“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要分不同情
况来看，如果是在武汉隔离了这么多天后才发现
的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很低。如果是从国外正
在流行的地区返回人群中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
传染性是很高的。要分不同情况，分别判断。”

据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副

院长童朝晖介绍，无症状感染者分两类：一类是
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只是还在潜伏期，没有症状，
需要把他们甄别出来纳入确诊病例管理；另一类
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影像改变，是真正的无
症状感染者，他们不是病人，只是核酸检测阳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专家对1月29日
至4月8日各地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3 月 10 日以后转
为确诊病例的比例维持在11.2%以下，部分省份
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在6%以下。

童朝晖表示，无症状感染者传染力一般较弱。
“没有打喷嚏、咳嗽等症状，带病毒的飞沫在呼吸
道内排不出来，引起传播的机会就相对少一些。”

焦点二：
无症状感染者会不会引起疫情反弹

4月8日，关闭了76天的离汉通道重开，武
汉“解封”、复工复产后，无症状感染者传播风险
备受关注。

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表示，复
工复产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就是为了应对随着人
员流动的增强，可能带来的传播风险。一旦发现无
症状感染者，及时开展隔离观察和详细的流行病学

调查，同时对一些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地区有
目的地加强管控和监测。

“无症状感染者会不会导致疫情反弹，更重
要的是取决于防控工作的态度和能力。如果不
重视，即使只有少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会
造成疾病传播；如果我们重视了，即使有无症状
感染者存在，只要有效落实防控措施，发现一
个，管控一个，扎扎实实做好发现、管控工作，就
不会有问题。”李群说。

焦点三:
如何排查和管控无症状感染者

据专家们介绍，湖北武汉排查出的无症状
感染者主要有几种来源：一是从确诊患者密接
人员中排查出来；二是从到医院就诊的普通病
患中筛查出来；三是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前组织
排查出来；四是部分离汉人员筛查出来。

一旦排查出无症状感染者，将采取哪些措
施应对？

李群说，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发现无症
状感染者，应当于两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县区
级的疾控中心接到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后，要
在24小时内完成无症状感染者的个案调查。

李群说，“无症状感染者要集中医学观察14

天，一旦出现症状就转去定点医院进行治疗，如
果能够确诊要及时订正为确诊病例。两次核酸
检测阴性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还要进行两周
的健康随访，同时在第二周和第四周要去定点
医院进行复查，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也
要集中医学观察14天。”

焦点四：
公众应该如何看待、怎样防护

针对部分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恐慌情绪，童
朝晖表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是无症状感
染者最主要的来源，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人
的人，一般不会被传染，没有必要恐慌。

李群说：“公众要有防范感染风险的意识，却
也无需过度担忧，在无法辨别周围有没有无症状
感染者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做好个人防护。”

专家普遍认为，没有症状和可疑接触史的
普通人，没必要去做核酸排查。对普通人群的大
规模筛查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公众要做的就是
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增加营养、
休息好，提高自身免疫力。

规范的防护也很重要，“我们可能还会有一
些下意识的动作，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没注意到，
比如用手触摸口罩表面后再去揉眼睛。”李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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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如何？如何管控？怎样防护？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焦点问题透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针对疫情防控需求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今年4月是第32
个爱国卫生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12日说，今年爱国卫生月活动强调聚焦重点场
所、关注薄弱环节，也针对南北方不同的传染病
流行特点，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为传染病防控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毛群安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全国爱卫
办、国家卫健委会同全国爱卫会各成员单位针对
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的要求，聚焦市场环境、生产
生活环境等部署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同时以
城乡垃圾、污水、厕所的整洁卫生等为重点，加强
公共卫生环境设施管护，推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
面貌。除此之外，围绕个人防护、养成良好饮食习
惯、摒弃不良卫生习惯等开展了科普宣传。

毛群安说，下一步，全国爱卫办和各有关
部门将继续组织好爱国卫生月活动，指导各
地落实环境整治、健康科普等各项任务，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同时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好
经验，把分餐制等好的做法形成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副司长周志强12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
国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的处理处置平稳有序，
没有发现因疫情防控影响环境安全的情况。

周志强表示，医疗废物“应收尽收、应处尽
处”，基本实现“日产日清”。截至2020年4月10
日，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6074吨/天，相比疫
情前的4902.8吨/天提高了23.9%。自2020年1
月20日以来，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25.2万吨。

高速公路超员超速等十类
违法行为将从严整治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公

安部交管局获悉，针对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风险骤
增的问题，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全国集中开展高速
公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严查严管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全力稳定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据介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加上高速公路全部车辆
免费通行，高速公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此次“百
日行动”以公路客运、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货
运车辆、面包车五类车辆为重点，从严整治超员
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
法停车、违法倒车、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长途
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行、危化品运输车不
按规定时间线路行驶、行人违法上高速等易扰乱
秩序和易肇事肇祸的十类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国际乒
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12日晚发出
一封公开信，传达乒联近期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相关动态的同时，也传递出对
现有赛事体系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决
心，其中包括取消世界乒乓球单项锦标
赛、只保留团体世乒赛的设想。

丹顿提出这一大胆设想的前提是，
国际乒联在过去两年间已就设立世界
乒乓球公司（WTT）做好规划，并在被
新冠肺炎疫情打断前已经在着手实施，
而这个以商业方式运营赛事的全新机
构将最终呈现每年3到4个“大满贯”赛
事。

“每年 3 到 4 个大满贯，再加上单
项世锦赛，不仅战线拉得太长，同时赛
事日程和市场运转也会出现冲突。大

满贯赛事将覆盖更大的观众群，也比
每两年一届的单项世锦赛表现更好。
通过这些赛事，我
们能够更好地定
义所谓单项世界
冠军。”丹顿在公
开信中这样解释
道。

在他看来，这
样的安排是真正

“把运动员和球迷
放在乒乓球项目
更 核 心 的 位 置
上”，在乒联规划
的新赛事体系中，
国家协会将专注
于团体赛事、奥运

会和残奥会，而运动员们则在个人赛事
上“把控自己的命运”。

国际乒联或将以职业满贯赛取代单项世乒赛

武汉水运逐步回归“正轨”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因“封
城”积压在武汉各港口码头的货物陆续被运走，各水运口岸也已恢
复正常作业。武汉“解封”后，这个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城市，逐步回到它的正常频道。图为船舶在湖北武汉阳
逻港区水域行驶（4月12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疾控中心
驰援绥芬河

将搭建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从中国疾
控中心获悉，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12 日派出 15 名专家组成的实验室检测队从北
京启程，奔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援助当地开展
新冠肺炎输入病例防控工作。随着这支队伍的
抵达，中国疾控中心将有督导、流调、消杀、实验
室检测共22名专家在绥芬河市参与疫情处置。

据悉，中国疾控中心的近百箱援助抗疫物
资已于11日发往绥芬河市，这批物资涵盖了50
余种疫情防控应用品，其中包括负压帐篷、核酸
提取仪、荧光PCR仪等仪器设备，以及4万人份
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病毒 DNA/RNA 提取
试剂盒、咽拭子采样管等试剂耗材等，以确保队
员到达绥芬河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

据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新冠实验室检测队
到达后，将在几小时内搭建起负压帐篷式移动
实验室，迅速、独立开展实验活动。该实验室
拥有独立排风系统，达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的防护要求，将成为检测队援助期间进行核酸
检测和科学攻关工作的关键区域，承担实验室
筛查和留观等多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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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2日就广东省实施防疫措施涉及非洲
国家在华公民有关问题发表谈话。谈话内容如
下：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
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管控
措施，以阻遏疫情蔓延。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
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但目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特别是
随着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疫情输入的压力不断
加大。

中非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非友谊
是过去几十年来，双方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
解放、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进程中结
下的，历经风雨考验，是中非人民共同的宝贵财
富。2014年西非三国暴发埃博拉疫情后，中国
政府率先驰援，同非洲国家和人民并肩抗疫。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非双方再次团结一致、共
克时艰，中非友谊得到新的升华。在中国人民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刻，非洲国家和人民给予有力

声援和支持，我们铭记在心，并克服各种困难向
所有非洲在华人员特别是留学生给予关爱和保
障。在非洲疫情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从政府
到民间都积极行动起来，紧急驰援非洲，多批援
助物资已运抵非洲，带去了中国人民对非洲兄
弟姐妹的深情厚谊，体现了中非间相互支持、相
互帮扶的优良传统，得到非洲国家和非盟的高
度评价。中方在自身抗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仍
通过各种渠道向非盟和非洲国家提供了检测试
剂盒、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防护面罩、额温
枪、医用手套和鞋套、呼吸机等大量物资。疫情
无情人有情。下一步，中方还将继续向非洲兄弟
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贯高度重
视保障外国在华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对所有
外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
群的差异性做法，对歧视性言行更是零容忍。
疫情发生以来，广东高度重视对包括非洲籍人
士在内的所有外籍人士确诊病例的救治工作，
制定专门方案，作出妥善安置，成功救治了一

些非洲籍危重病例，最大限度保障了他们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针对当前一些非洲朋友的关切，广东方面
高度重视，迅速进行梳理排查，加紧改进完善
工作方式，包括按照无差别对待原则落实各项
健康管理服务，指定专门酒店供需要医学观察
的外国人入住，适当减免经济困难人员住宿费
用；同外国驻广州总领馆建立有效沟通机制；
坚决反对任何种族主义、歧视性言论等。中国
人民一直视非洲人民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
伙伴和兄弟，中非友谊在中国大地深入人心，
牢不可破。非洲的朋友们在中国一定会得到公
平公正、亲切友好的对待。外交部将继续同广
东方面密切对接，积极回应非方的合理关切和
正当诉求。

病毒没有国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我
们愿同非洲朋友一道努力，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加强合作，共同打赢这场威胁全人类的病
毒阻击战。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就广东省实施防疫措施涉及非洲国家在华公民有关问题中国驻美大使：

中国努力为国际抗疫
贡献力量

新华社华盛顿4月11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
使崔天凯11日表示，新冠疫情是全球性挑战，任
何国家单靠自己无法成功战胜疫情，各国要为
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中国正努力在国际抗
疫方面作出贡献。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播出了美国欧亚集团
总裁伊恩·布雷默日前对崔天凯的采访。崔天凯在
采访中说，疫情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
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
因此需要更加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

崔天凯说，中国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
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
安全的，中方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正在竭尽全
力帮助他国挽救生命。

崔天凯表示，全球化进程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
动，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人们无法真正阻止这
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如果过去的全球化进程存
在问题，现在各国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
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弱势群体。

崔天凯表示，中美两国需要在疫情方面加
强合作，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
行为。他指出，很多人在过去数年里讨论大国战
略竞争以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等话题，但
很少有人预计到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病毒会对所
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所以，两国要认真思考
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
以及应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诸如新冠病毒带
来的全球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