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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確診及死亡數字

上海 確診21人 ( 7死)

浙江 確診11人 ( 2死)

江蘇 確診14人 ( 1死)

安徽 確診 2人 ( 1死)

北京 確診 1人

總數 確診49人 (11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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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例H7N9事件簿
■ 4月4日：女童父母從天津購得一批活

雞。先後賣出73隻，並自留數隻食用

■ 4月11日上午：女童出現咳嗽，隨即送
往北京地壇醫院，院方採集樣本送疾
控部門檢測

■ 4月12日下午：北京市農業局接到報
告，指姚姓女童的H7N9禽流感病毒呈
陽性

■ 4月13日凌晨：中國疾控中心確診該女
童為北京首例人染H7N9禽流感病例

北京市應對H7N9措施
■ 啟動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指揮部，

下設：

監測組、醫療組、流調組、物資保障組、

畜牧獸醫組、社會防控督導組、宣傳組

■ 取締各類有形無形的活禽市場，停止
活禽交易，停止信鴿放飛

■ 加強四類高危人群流感樣病例監測：

1、禽類飼養、屠宰人員；2、禽類交易

經營人員；3、公園禽鳥養殖人員；4、動

植物保護和候鳥監測人員

■ 藥監部門嚴格監控市場，以200萬人份
為單位儲備達菲(特敏福)

■ 商務部門牽頭成立物資儲備組，做好
防控防護物資儲備

■ 教育部門加強中小學晨午檢制度，落
實學生傳染病預警監測系統

■ 中醫專家介入治療，必要時啟動中醫
藥預防性服藥

■ 建立人感染H7N9禽流感輿情專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婷

■北京市地壇醫院副院長成

軍接受媒體採訪。 高麗丹 攝

■病童一家在北京順義區後沙峪古城村中心街的住所，現被安保人員

把守，病童父母在此接受醫學隔離觀察。 楊帆 攝

■7歲姚姓女童就讀學校已加強防疫，校門口地上擺放了浸泡消毒液

的門墊。 楊帆 攝

■7歲姚姓女童確診感染H7N9禽流感，成為北京市

首例。圖為醫院公布的病童視頻畫面。 高麗丹 攝

官方13日通報內地新增6例人類感
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北京

1例、上海1例，江蘇2例、浙江2例，
令到內地確診病例增至49例。

病發不足兩日 迅速確診通報

在13日舉行的「北京市防控人感染
H7N9禽流感」的發布會上，鍾東波

「還原」了患兒就診經過：居住在北京
順義區後沙峪鎮古城村中心街的姚姓
女童，其父母在居住地從事活禽販
賣。患兒4月11日上午因發熱、咳嗽等
症狀到地壇醫院就診，12日下午，市
疾控中心檢測發現其H7N9禽流感病毒
核酸陽性。13日凌晨，經過覆核，綜
合判定該病例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
診病例。

在回答本報記者有關H7N9禽流感的
傳播途徑、會否出現人傳人的問題
時，鍾東波表示，從目前世界衛生組

織、衛計委監測情況來看，所有病例
都是散發病例，未出現人傳人情況。

根據上海、江蘇等地疫情發展情
況，北京亦對疫情進行了評估，鍾東
波指出，由於禽流感隨候鳥由南向北
遷徙，北京將面臨一些風險。目前發
生一例人類感染禽流感病例，說明北
京的禽類可能已發生感染情況，不排
除北京繼續出現更多病例。且周邊省
區疫情的出現，也將影響北京疫情的
發生和發展。

取締活禽市場 未需全面撲殺

北京市農業局副局長劉亞清稱，從
內地疫情看，目前正是候鳥遷徙季
節，該病毒的來源尚不明確，傳播途
徑不清。但不排除通過候鳥遷徙帶入
國內的可能。目前，病毒對家禽呈低
致病率，感染後的禽鳥並未出現臨床
症狀，所以尚無必要對家禽進行全面

撲殺。
北京雖然不會大規模捕殺家禽，但

將嚴格取締各類有形無形的活禽市
場，停止活禽交易，停止信鴿放飛。
同時以200萬人份為單位儲備達菲。此
外，北京市部分區縣還要求學校及幼
兒園加強排查，若發現疑似或確診病
例，須1小時內上報。

地壇醫院感染中心主任李興旺對本
報表示，隨 各醫院醫生的警惕性不
斷提高，以及對活禽撲殺、消毒等控
制措施的到位，H7N9禽流感目前「還
談不上」在全國範圍擴散。

針對一些網民指老人發病致死率高
於兒童的說法，李興旺回應道，雖然江
蘇、上海因禽流感死亡的老人居多，並
且有一名兒童已經治癒，但現在的病例
數量和範圍還有限，時間還短，「到底
是老人易感還是兒童易感，還有待於更
多病例積累之後才能說。」

順義區後沙峪鎮古城村中心街南段

東側的一處民房是北京首例H7N9感染

女童的家。這座城郊小村位於京城東

北部，緊鄰國際機場。女童父親姓

姚，河北張家口人，4月2日從古城村

北面的高麗營鎮搬來落腳，以販雞賣

魚為業。據女童父親稱，他從天津一名活禽

商販處購得數十隻活雞，在自己門店出售。

其中宰殺2隻供他一家三口食用，「她（女

兒）吃的不多，也不是病死雞。」

店舖商住兩用 門前現宰現賣

古城村多為外來流動人口居住，村中分東

大街、中心街、西大街，臨街店舖鱗次櫛

比。女童的家就在中心街南段東側一處四合

院改造的舖面中，三五平方米大小，鋁合金

門窗，深紅色窗簾緊掩。

記者在現場看到，門前宰殺雞、魚的器具

尚在，沾滿魚鱗的托盤散發腥味。4名帶口

罩的保安員在門前守護，緊鄰的理髮店仍在

正常營業。鄰居指女童一家人剛搬來，「平

時門前堆放四五籠活雞，現殺現賣，她父親

不愛說話，沒想到出了這樣的事。」

父母居所隔離 限制外出七天

中午約12點半，女童父親曾短暫出現在

房內門窗前，神情緊張未戴口罩，隨即重新

拉緊窗簾。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女童的父母

已經於昨晚9時回家，目前仍處於醫學觀察

階段，限制外出。當地疾控人員稱，如果7

天沒有異常，便可解除隔離。據知，古城村

有51戶村民是養殖戶，共飼養503隻雞鴨

鵝，2,700隻鴿子。順義區防疫部門已將雞

鴨鵝全數捕殺。

據悉，女童父母本月4日從天津一名叫邰

清華的活禽商販處購得數十隻活雞。其中

29隻賣到朝陽區，44隻賣給古城村的村

民，自己也留下數隻食用。至11日早晨，

姚氏夫婦發現女兒有些咳嗽，隨即開車將其

送往地壇醫院，院方並向女童進行疑似病例

樣本採集。至13日凌晨，中國疾控中心覆

核確診該女童為北京首例人類感染H7N9禽

流感病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 北京順義報道

確診7歲女父母為雞販 不排除現更多病例

禽流北侵 京童染疫

H7N9

禽流再現第15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 持續爆發已半個月的人類感染H7N9禽流感疫

情終於突破華東地區。北京市衛生部門昨日通報，北京已確診首例人感染H7N9病例。

患者為一名7歲姚姓女童，目前在地壇醫院救治，病情穩定，兩名密切接觸者未發現異常。北京市衛生

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鍾東波指出，不排除當地會繼續出現更多病例。而官方也宣布取締全市各類活

禽市場，但暫不會全面撲殺活禽。當局並儲備了200萬份醫治禽流感藥物「達菲」(港稱「特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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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

報道）北京地壇醫院昨日公佈了北京

首例H7N9患者的實時視頻。在長達10

多分鐘的視頻畫面中，7歲姚姓女童

戴 藍色口罩，躺在病床上，左臂環

抱一個毛公仔。在床頭一側，擺滿果

粒橙、朱古力等零食。小女孩不時晃

動腦袋，神態自若。

白虎湯特敏福 高燒降至正常

地壇醫院副院長成軍表示，在患兒

發病的15小時之內，醫院採用中西醫

結合的治療措施，使病人情況得到控

制。「12日下午孩子高燒40.2度，13

日早6點降到36.5度，孩子早上還吃了

些粥，病情控制較好。」

據悉，地壇醫院醫生黃莉負責給女

童開中藥方，她採用了治療溫病的銀

翹散和白虎湯，在兩個方子的基礎

上，根據病情來加減用藥。在西藥達

菲（特敏福）與中藥雙重作用下，患

者體溫從最高40.2℃降到36.5℃。重

症監護病房主任劉景軍稱，患者從影

像上看還有肺炎，接下來一周是關鍵

期，之後如果病情沒有加重，就會慢

慢痊癒。

發布快警覺高 京民眾不恐慌

在醫院急診室入口處，記者看到，

一張桌子上放 「發熱篩查」牌子，

旁邊擺放消毒液和一次性口罩，供免

費領取。一位身穿藍色護理服的醫護

人員介紹，近幾天北京市感冒發燒患

者數目與往年相若，沒有明顯增加。

記者所見，不時有戴口罩的病人進

出門診大樓。一位年輕媽媽帶 女兒

走出門診樓，被問及是否對疫情感到

恐慌時，她說，已經聽說有感染者在

地壇醫院就診，不過，心裡倒不恐

慌。身邊的小女孩告訴記者，「不害

怕，多洗手就沒

問題。」

中西藥控病情 患兒食粥抱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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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 對於北京首例
H7N9患者感染雞源疑來自天津，天津市農委負責人昨
日表示，尚未接到官方明確通知，市農委並稱，天津市
已全面取締中心城區和區縣政府所在地人口密集地區從
事活禽銷售和現場屠宰交易，現場取締數目達100多個。

天津取締逾百宰禽場

■本報記者高麗丹 (左) 第一時間趕

到北京地壇醫院採訪。 楊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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