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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疫情排除動物病毒外溢
2020年6月27日（星期六）

中疾控：亦與武漢流行毒株無關 推測為人傳人或物傳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



京津冀新增本地確診病例

華社及記者張帥報道，

(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26 日發布消息稱，北京
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

毒可以排除由動物病毒外溢傳染人，也排除今年 4 月前北京本地傳

北京：

播毒株或武漢流行毒株導致本次疫情。在北京已經加強監測和強

6 月 11 日起，新增確診 280 例

力擴大社交距離的防控措施下，疫情進一步傳播風險低，北京疫

6 月 25 日，新增確診 11 例

情近期有望得到控制。

河北:
6月14日起，新增確診21例
6月25日，新增確診0例

方數據顯示，截至 25 日 24 時，北京市自 11 日以來累計報告確診病例 280
官例，尚在醫學觀察的無症狀感染者22例。

中疾控26日發布「2020年6月北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進展」，其中病毒來
源分析中指出，從 1 例 53 歲與 1 例 25 歲的男性病例和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環境採
集的標本中獲得的 3 株病毒基因分析顯示，北京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為「L
基因型歐洲家系分支 I」，該毒株比當前歐洲流行同型毒株更「老」，可以排除
由動物病毒外溢傳染人，也排除今年 4 月前北京本地傳播毒株或武漢流行毒株導
致本次疫情。疫情在新發地批發市場的傳染模式，推測主要為人與人之間直接接
觸傳播和/或經物品表面污染的間接接觸傳播。

天津:
6月17日起，新增確診1例
6月25日，新增確診0例
■北京市屬醫院人員已全部完成核酸檢測，共檢測72,277人，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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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帥

存在確診病例核檢呈陰性
中疾控指出，自 13 日關閉新發地批發市場至今已接近新冠肺炎最長潛伏期，
相關暴露人員發病風險越來越低、其密切接觸者也在有效管理中，預計新發地批
發市場相關傳播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根據北京官方 26 日的通報，25 日，北京市新增報告本地確診病例 11 例、疑似
病例 3 例、無症狀感染者 1 例。值得一提的是，在 11 例新增確診病例中，有 5 例
首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之後抗體檢測呈陽性後確診。

確診夫婦經三手傳染所致
此前在 20 日的確診病例中，有兩例是永定路天客隆超市的二樓美食城攤主，
這對夫婦因為並沒有新發地接觸史，在病例通報後受到廣泛關注。
北京海淀流調人員展開調查，最終鎖定永定路 70號院這一地址。這裏曾 4次出
現在通報確診病例活動場所中，其中一間公廁引起了流調人員的注意。經過流
調，醫務人員最終確定此次天客隆超市疫情，是從新發地市場商戶關聯到與其密
切接觸的玉泉東市場商戶，再關聯到玉泉東市場商戶居住的永定路 70 號院，最
終關聯到去70號院上衞生間的攤主，為新發地疫情經三手傳染後所致。

市屬醫院人員核檢呈陰性
近期，北京大學國際醫院報告 1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該病例為醫院急診科護
士，在確定為密切接觸者之前處於工作狀態，院感防控受到重視。北京市醫管中
心 26 日介紹，截至目前，除因小區封閉居家隔離、援派等原因無法參加檢測的
1,514 人外，所有市屬醫院人員已全部完成核酸檢測，共檢測 72,277 人，檢測結
果全部為陰性。接下來，醫管中心還將督導各市屬醫院建立核酸檢測台賬，進一
步加強對從業人員疫情防控情況的動態管理。

吳尊友：疫苗未必能成「免疫通行證」
「新冠肺炎疫苗不一定能
成為人類的『免疫通行
證』，疫苗今年底應用應該
問題不大。」中國疾控中心
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獨家專訪時說。
「新冠肺炎病毒可能從此改變了人類的工
作、生活方式。」吳尊友表示，但並非有了
疫苗，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實際
上，疫苗的問題還是非常複雜。隨着對新冠
病毒的認識加深，我越發感覺到情況不像最
早那樣樂觀。」

$

抗體持續時間有待研究
他解釋，這源於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
引起人類患病的冠狀病毒不只新冠病毒，還
有 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以及其他的冠狀病
毒。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一種冠狀病毒

引起的疾病，可以用疫苗預防。
第二是，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後，人體產生
的免疫力持續時間尚不明確，其他冠狀病毒
的抗體通常持續在半年至一年，而新冠病毒
的抗體可以持續多久還有待研究。「最新的
研究發現，以前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幾個
月後抗體就會下降，甚至下降到檢測不
到。」
吳尊友介紹，人類用疫苗預防疾病的基本
原理是，當人體感染病毒後，人體的免疫系
統能自然地產生保護。研製疫苗就是模仿這
個自然感染、自然免疫的過程。「如果自然
感染後，人體都不能形成免疫力，我們研製
的疫苗也就沒辦法來保護人。」
他將新冠肺炎類比愛滋病，人類自然感染
愛滋病後，不能形成免疫力，到目前為止，
沒能研製出來有效預防愛滋病的疫苗。新冠
肺炎病毒可能不像愛滋病毒那麼極端，但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軍媒《解放軍報》26 日頭版刊登兩
則有關部隊訓練的報道，其內容均
聚焦軍事訓練如何主動走出「舒適
區」。
第一則報道稱，近日，解放軍
陸軍第 73 集團軍某旅千人百車機
動至浙西某地。部隊剛進駐預定
陣地，作為藍軍的空軍某部多架
戰機便陸續升空，通過不間斷偵
察、多批次襲擾、多方向進攻的
方式，迅速對該旅防空陣地實施
模擬突擊。
該旅領導介紹說，以前部隊到達
預定陣地後，往往有個過渡期開展
適應性訓練，但此次千里機動後還
沒喘口氣，就立即投入對空抗擊。
進駐即打，對部隊快速反應能力、
戰備訓練水平及官兵心理素質都是

極大考驗。
報道還表示，對抗演練中，該旅
與空軍某部圍繞進駐就打、電磁對
抗、快打快撤等展開專攻精練，部
隊快速反應能力和作戰效能得到檢
驗提高。
另一則報道稱，仲夏時節，解放
軍陸軍第81集團軍某旅遠程機動至
生疏複雜地域，部隊正在卸載裝備
時，戰鬥警報聲突然響起。官兵聞
令而動，利用野戰卸載裝具迅速搭
建臨時站台後投入緊急卸載，用時
比大綱規定縮短了5分鐘。

百煉成鋼 勿存僥倖
該報道稱，在以往演練中，該
旅在駐地以逸待勞屢創佳績。為
提升部隊全域作戰能力，該旅組
織部隊千里機動，在生疏地形和

複雜戰場環境展開演練，強化遠
程機動中精確打擊、綜合保障等
能力生成。
此外，26 日的《解放軍報》同在
頭版位置刊登了題為《訓練要主動
走出「舒適區」》的署名文章。文
章說，如果抱着「乃遠患而非近
憂」的心理，又何談「隨時準備戰
鬥」？如以「天下無事」自欺，停
留在「危不施訓、險不練兵」的
「舒適區」，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
訓練就是一句空話。
文章表示，「功者不可以僥倖
成」，只有日復一日地摔打磨礪、
百煉成鋼，才能練就敢打必勝、所
向披靡的真本領。廣大官兵只有不
斷提高能打仗的本領，夯實打勝仗
的底氣，才能擔當起軍人之責，不
負新時代的重託。

■《解放軍
報 》 26 日
頭版刊登兩
則有關部隊
訓練的報
道。
網上圖片

端午假前兩日
逾 3700 萬人次出遊

■端午假期前兩日
端午假期前兩日，
，全國累計接待國內遊客 3,707
707..7 萬人次
萬人次。
。圖為
遊客在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竹泉村選購特色美食。
遊客在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竹泉村選購特色美食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
根據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統計，端
午節假期進入第二天，城鄉居民周邊
遊憩和本地休閒遊趨於活躍。交通方
式仍然以自駕為主，旅遊場景主要發
生在開放空間，主要是非聚集性休
閒，受防控措施和謹慎心理影響，人
均旅遊消費遠低於往年同期。
文化和旅遊系統重在防疫和防汛，
「文化遺產+旅遊」成為市場供給新

亮點。涉旅輿情相對平靜，無重大安
全事故和遊客投訴。端午假期第二
日，全國接待國內遊客 1,980.1 萬人
次，實現國內旅遊總收入 51.9 億元，
較端午假期首日環比分別增長 14.6%
和16.1%。
另據文旅之聲微信公號消息，假期
前兩日，全國累計接待國內遊客
3,707.7 萬人次，累計實現國內旅遊收
入96.6億元。

今年底或明年初應用
基於目前研究得出的結論，疫苗不一定是
人類面對病毒的「免疫通行證」。但吳尊友
表示，應該說，目前疫苗還是當下最有希望
的防控措施，無論是從世界或是從中國的研
製情況來看，進展都非常順利。
他表示，當下有幾種疫苗的研製工作都在
有效推進，這些疫苗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應用，「應該問題不大」。
■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民進黨當局跪舔美智庫謀「台獨」淪笑柄

《解放軍報》頭版聚焦：訓練要走出「舒適區」

可能不像麻疹和其他傳染病那樣，通過疫苗
可以產生長時間的保護。根據現有的發現綜
合來看，感染新冠病毒後，人體產生的免疫
力是有時間段的，也就是說，疫苗也只能保
護一段時間，這就構成了很大的挑戰——要
求國家生產大量疫苗，同時要求人一直接
種。





香港文匯報訊 民進黨當局跪舔
美國智庫為其說話的醜行，近日被
曝光！「美國瞭望」新聞網日前刊
登長篇報道，披露民進黨當局通過
向美國 5 家大型智庫提供資助、促
使其向美國決策層游說，制定有利
於民進黨當局的外交政策，但資助
的有關信息卻被「深埋」在各家智
庫網站或年報的「深處」，一般很
難直觀看到。這一爆料讓民進黨愛
吹噓的所謂美國輿論支持「美台關
係」進展，淪為笑柄。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海峽時評」
欄目評論文章指出，吃人嘴短，拿
人手短。面對民進黨當局跪舔醜
行，美國這些所謂的智庫就不顧一
貫標榜的學術獨立、客觀公正，充
當起民進黨當局的化妝師、「台
獨」主張的吹鼓手。他們的研究人
員或是在報紙撰文，強調美國兩黨
均應支持維護「美台關係」，或是
通過學術報告向美方決策層建言優
先考慮與台灣的雙邊投資和貿易協
議。
文章最後強調，長期以來，挾洋
自重一直是民進黨當局和「台獨」
分裂勢力的既定立場。他們挖空心
思想要獲得美方「撐腰」，苦心營
造所謂美國支持台灣甚至支持「台
獨」的假象，欺騙島內民眾。紙終
究包不住火，鬼魅畢竟見不得陽
光。現在，民進黨當局向美方智庫
送錢購買謊言的醜聞又被曝光。恰
如報道所說，這種向智庫輸血買輿
論買風向的行徑，掩人耳目，無所
不在，成了影響美方決策方向和輿
論環境的潛在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