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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專家：無症狀感染者已受管理 不造成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疾
控中心研究員吳尊友 24 日在北京回應稱，無症狀
感染者都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均已受到管
理，不會造成傳播擴散。
針對中國為何採取與世衛不同標準，未把無症狀
感染者列為確診病例，以及無症狀感染者會不會出
現人傳人現象的問題，吳尊友解釋稱，無症狀感染
者有些是在觀察期內發展成病人，還有一部分到觀
察結束也沒有出現症狀，但不論有無出現症狀，都
是在我們管理的密切接觸者當中發現的。

吳尊友指出，依據中國當前的管理措施，密切
接觸者都已納入隔離觀察，而且隔離觀察都是獨
立的，一旦發現症狀馬上轉到醫院去診斷治療，
不會造成社會上的傳播擴散。

大多數無症狀患者會自癒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
版）》中定義，疑似及確診病例，需具備臨床表
現。無症狀感染者因無臨床表現，需要集中隔離
14 天並做進一步的檢測來進行判斷。如果無症狀

感染者在隔離期間出現了症狀，則將其作為確診
病例報告並公佈。
根據中新社的報道，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23
日晚在其官方網站對無症狀感染者的相關情況作
出回應時稱，少數無症狀感染者可能會發展為確
診病例，但絕大多數會自癒。

港大：染病首周已有大量病毒
不過，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等專家在內
的港大及瑪麗醫院專家團隊，在醫學期刊《刺

針》發表研究文章，其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患者
在感染首周，體內已有大量病毒，但不少人感染
初期症狀輕微，甚至無病徵。
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杜啟泓表示，確診病
患初期症狀輕微到可能只是少許喉嚨痛或少許感
冒，「大家不要覺得，我這麼小事情，就一定不是
2019冠狀病毒。與沙士（內地稱非典）不同，沙士
（病毒數量）在第二個星期才最高。2019冠狀病毒
的感染在社區爆發那麼厲害，是因為一開始時，病
人仍未入院，病毒數量就已經很高。」

京疫策疏漏 入境者染鄰
入境時無強制居家隔離要求 疑樓梯環境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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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部門提示物業管
理公司要勤清潔共用設
施。圖為海淀區某住宅
的工作人員正在清潔梯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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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首度出現輸入關聯病例。根據最新疫情通
報，當地一名英國返京男子居家隔離觀察期
間數次外出，幾日後確診感染。官方在流行
病學調查分析後，認為同樓居住的關聯病例
可能接觸了輸入病例在確診前所污染的樓梯
環境致病。由於輸入病例返北京時，北京還
未對非重點疫區實施集中隔離，也未有對居
家隔離作出強制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前期政
策的漏洞讓輸入病例有機會在社區裡傳播。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介紹，關聯病例患
北者劉某某的樓下鄰居李某
3 月 5 日由英國抵

京，居家隔離觀察，其間有在小區內活動和在超市
購物，7 日走樓梯到小區辦理出入證，9 日發病，11
日走樓梯步行至海淀醫院就診，12 日診斷為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通報，劉某某在發病前兩周無武
漢、湖北、其他有病例持續傳播地區及境外旅行史
或居住史。根據 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劉某某與李
某兩人近期均有走
樓 梯 的 情
況，劉
累計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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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可能接觸了李某在確診前所污染的樓梯環境致病。疾控部門和社區已對李
某和劉某某的生活環境先後採取了消毒措施。疾控部門提示，疫情防控形勢仍
嚴峻複雜，個人和家庭要繼續落實相關防控措施外，物業管理單位也要在小
區內及時清污，對共用設施要堅持經常消毒。
香港文匯報梳理發現，北京 3 月 3 日要求從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疫
情嚴重國家來京，需隔離觀察滿 14 天，到 3 月 11 日，自非疫情嚴重國家入
3日
境進京人員，才同樣要居家觀察或集中觀察 14 天。這意味，李某 3 月 5 日
10日
由英國抵京，按照當時的隔離政策，李某無須隔離觀察滿 14 天，可以自
由活動。

今起入境京須就地集中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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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從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疫情嚴重國家來京，需隔離觀察滿14天
在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D區開闢專區，作為來自疫情嚴重國家的航班停靠專區

自非疫情嚴重國家入境進京人員，也要居家觀察或集中觀察 14天。在新國展設立專
門集散點，由各省區市和北京市16 區及開發區分別派駐工作組，做好 24 小時的分流
轉送工作

按照北京最新的防控要求，25 日零時起北京決定對所有從北京口
14日
大興機場國際航班全部轉首都機場運行
岸入境人員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離觀察，全部做核酸檢
測，而不再僅限於對目的地為北京的境外進京人員集中隔離。
國際及港澳台航班均要停靠首都國際機場處置專區安檢。所有境外進京人員，均應轉送
16日
「14 日內從其他口岸入境進京人員，亦將全部集中隔離觀
至集中隔離點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
察，全部做核酸檢測。」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陳蓓表
民航局等五部委聯合發佈公告，調整部分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班分流至天津、
示。她強調，當前，境外疫情快速蔓延帶來的輸入性風險
19日
呼和浩特、太原的機場3個指定第一入境點入境
持續增加，「外防」輸入形勢異常嚴峻複雜。北京作為
重要國際口岸城市，防範境外疫情輸入已經成為當前
民航局等五部委聯合發佈第 2 號公告，將第一入境點入境增加至 12 個，要求所有目的地為
22日
的重中之重，只有採取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才能
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班，均須從12個指定的第一入境點入境
最大限度堵塞風險漏洞，確保首都安全。
25日 所有從北京口岸入境人員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離觀察，全部做核酸檢測
在昨日北京新冠肺炎疫情發佈會上，北京出入
境邊防檢查總站副總站長吉利霞透露，自 3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大
流行」以來，北京口岸入境人員 7.5 萬人次，日
均 6,000 餘人，主要為內地居民，佔總入境人
數的九成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 病例有過接觸。21 日根據協查通報，
據介紹，出入境邊防檢查方面將強化信息共
上海將入境航班集中浦東機場
璟 上海報道）上海 24 日也通 上海將其作為密切接觸者，對其實施
享，把來自疫情嚴重國家、與確診病例同航
報首個境外輸入關聯病例，根 集中隔離觀察，其間出現症狀。而綜
在24日下午舉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班，以及經外口岸入境來京等人員信息推送給有
據流行病學調查，目前已追蹤到 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症狀、實驗室檢 系列發佈會上，上海市政府新聞辦新聞發
關部門落實屬地管理，實現口岸和社會面防控的
其在上海的密切接觸者9人，均已 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 佈處處長尹欣透露，自3月25日零時起，
有機銜接。此外，還將通過優化查驗流程，以
病例。
落實集中隔離觀察。
虹橋機場暫停所有國際、港澳台的進出港
最便捷高效的查驗方式，在登機口為轉運送醫
目前，上海對確診病例涉及的場所 航班業務，並將虹橋機場此前所有國際、
據介紹，境外輸入關聯病例常住
旅客辦理邊檢入境手續，縮短轉運時間。
上海寶山，於 3 月 14、15 日在廣東 等已告知當地，並嚴格落實相關消毒 港澳台航班轉場至浦東機場運營，保留虹
出差，並曾與當地確診的境外輸入性 措施。
橋機場國際、港澳台航班備降功能。

滬首現境外輸入關聯病例

「外防」
要推前瞻性政策
北京日前出現首例由境外輸入病
例關聯的本地病例，敲響了境外輸
入病例引發本地傳播的警鐘。人們
試圖從李某回國後的行跡中尋找漏
洞，但查詢當時北京入境防控的政
策後發現，李某並沒有違規、違法行為。他 3 月初
從英國入境北京，當時英國並未列入疫區，入境人
員無需任何隔離就能自由活動，李某甚至相對負責
的進行了自我隔離，只是在樓下和樓道裡進行了短
暫活動。可以想像，如果李某行跡更遠、更密一
些，可能傳染的病例更多，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
境外疫情的發展速度超乎任何人想像，而中央早
已定調「內防擴散、外防輸入」的防控政策。李某
入境的 3 月 5 日，當日內地除武漢外共新增 17 例確
診病例，16 例由境外輸入，北京亦有 4 例報告。這
樣的背景下，北京當時政策依然是大部分國家入境
無需任何隔離，且只有在京無固定居所才會集中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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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本月入境檢疫措施調整

兩高：不分國籍礙檢疫須負刑責

離。如今看來，「外防」政策被動、滯
後的惡果正不斷顯現，北京首例境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關聯病例就是其中之一。
一存 北京報道）北京市邊檢
目前，北上廣深等內地一線城市
近期對 4 名涉嫌違反疫情防控
一方面面臨全球新冠疫情爆發的
政策的外國人作出不准入境處
「外防」壓力，另一方面則面臨
理。內地發生多宗入境人員瞞報
着全國復工復產流動性加大的內
病情或接觸史，甚至與入境防疫
防壓力，防控情況不容樂觀。
接待工作人員起正面衝突的事件。
各個城市的綜合治理能力面臨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
着巨大挑戰，只有摒棄被疫
察院有關負責人就依法懲治妨害疫情
情「推着走」的被動心態，
防控違法犯罪相關問題回應稱，只要
提前進行科學的預判，制
在出入中國國境過程中實施妨害國境衛
定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生檢疫的犯罪行為，都應當適用中國法
才可能交出抗疫「下半
律，適用統一的司法標準，依法追究刑事
場」的高分答卷。
責任，無國籍之分。
■香港文匯報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啟波、最高檢法律
記者 劉凝哲
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在回應時表示，一方

面，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
人和單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中國公
民，還是外國公民，或者無國籍人，只要在出
入中國國境的過程中實施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的
犯罪行為，都應當適用中國法律，適用統一的
司法標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另一方面，妨
害傳染病防治罪與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有所區
別。拒絕執行國境衛生檢疫機關依照國境衛生
檢疫法提出的檢疫措施的行為，適用於在出入
中國國境時的衛生防控防疫環節。

被控多罪依量刑重者定罪
此外，入境人員妨害新冠肺炎防控的，可能
在不同時間段分別涉及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妨
害國境衛生檢疫罪。兩位負責人強調，「行為
人在入境時拒絕執行國境衛生檢疫機關的檢疫

措施，引起新冠肺炎傳播或有傳播嚴重危險
的，構成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行為人在入境
後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的防控措施，引起新
型冠狀病毒傳播或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構成妨
害傳染病防治罪。」
兩位負責人特別指出，如果行為人既有拒絕執
行國境衛生檢疫機關檢疫措施的行為，又有在入
境後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防控措施的行為，同
時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
的，一般應當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在疫情防控期間，對於刑事案件，包括適用
簡易程序、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法院可依法中
止審理。同時，要切實注意防止超期羈押。」兩
位負責人還就抗疫期間辦案情況予以回應。他們
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間辦理案件，既要嚴格依
法，亦需嚴格落實隔離、防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