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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自 6 月 11
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以
来，截至 29 日，北京已报告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325 例。当前，流行病学调
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新华社记者采
访北京市疾控中心，并跟随北京市丰台
区疾控中心基层流调队员体验全流程流
调工作，揭开“病毒侦探”们工作的神秘
面纱，解答公众关切的焦点问题。

焦点一：和病毒传播“赛跑”，
流调都查什么

流调，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简称，在传
染病防控工作中十分重要，是新冠肺炎
病例早发现的核心环节。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管
理方案（第四版）》，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包
括共同居住、学习、工作人员，诊疗、护
理、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等，乘坐
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流调
组成员窦相峰告诉记者，在发现首例确诊
病例后，流调人员迅速对其活动轨迹进行
调查，48小时内便确定了重点人群并采取
相应防控措施，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日前，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现场流调组队员体验了全
流程流调工作。

现场流调组组长杨霄星介绍，当前
丰台区疾控中心流调小组由 26 个小组
共74人组成，在收到医疗机构反馈的患
者诊断信息和专家会诊意见或第三方检
测机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通知后，
流调人员就需整装出发，赶赴患者所在
医疗机构，开始紧张的流调工作。

提前了解患者基本信息、与医生沟
通、穿好防护服……“我们通常都是两人
组成流调组，另一人在隔离区外负责接
应以及消杀。”流调组队员李若曦告诉记
者，流调人员需要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患者入院前14天的活动轨迹，是否存在
密切接触者。在出现记忆模糊的地方，
他们还通过查找手机消费记录、与患者
家属进行信息交叉比对等方式，尽可能
还原活动轨迹，为病毒溯源工作提供更
好的数据保障。

记者看到，在院区消杀返回疾控中
心后，流调队员马上开始书写流调报告，
尽快将患者的活动轨迹梳理清楚。流调
报告完成时，已是深夜，队员们抓紧一切
空档时间休息。因为，下一次任务随时
可能到来。

焦点二：病毒聚集地为何会是
新发地

截至 29日，北京市已累计报告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25 例。其中，年龄
最小的 1岁多，最大的 86岁。从目前公
布的患者信息来看，大部分确诊患者在
新发地市场或者周边工作。除了新发地
市场及周边人员外，还有超四分之一的
确诊患者有过新发地市场出入史。

北京市疾控中心疫情防控专班现场
工作组二组组长翟曙光表示，由于本次
确诊的首例病例“西城大爷”唐某某在发
病前去过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的负
一层，所以采样队员很快对地下一层进
行了环境采样，在环境中发现了病毒。

窦相峰表示，在对新发地市场综合
交易大厅负一层进行环境流调时，他们
发现大厅占地约 1800平方米，通风条件
较差，人员密集，如果防护措施不到位，
就给病毒扩散制造绝佳条件。

6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2020
年 6 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
展》，排除了动物病毒外溢和武汉流行毒
株导致此次疫情的可能性。疫情在新发
地批发市场的传染模式，推测主要为人
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和/或经物品表
面污染的间接接触传播。

北京市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目
前新发地市场的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仍
然是高风险的点位，6月 13日凌晨关闭
至今，时间还不够一个最长的潜伏期，围
绕着新发地方向的疫情防控工作，还丝
毫不能够松懈。

中国疾控中心报告认为，北京开展
大规模人群检测结果提示，与新发地市
场无关的人群感染率极低。在北京已经
加强监测和强力扩大社交距离的防控措
施下，疫情进一步传播风险较低。

也有公众担心，有餐馆的工作人员
确诊，去餐厅吃饭或者点外卖是否安全？

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表
示，目前北京市餐饮企业暂停举办婚宴、
酒席等群体性聚餐活动，控制人流密度，
防止人群聚集，严格落实戴口罩、测体
温、消杀通风、核验健康宝及扫码登记等
措施。北京市已实施包括餐饮业等生活
性服务业人员全员核酸检测，持检测阴
性证明后方可上岗；在食材方面，各大商
超和市场已经全面下架新发地市场食
品。

焦点三：出现无新发地经历确
诊病例意味着什么

据通报，6 月 21 日海淀区田村路街
道新增的 2 例确诊病例是一对夫妻，两
人活动轨迹中均无新发地。

海淀区疾控中心介绍，两名确诊病
例没有去过新发地、玉泉东这些批发市
场，也没有接触过已知的新冠肺炎患者，
通过大量流调发现，两名确诊病例12日
曾到位于永定路 70 号院的公共卫生间
上厕所，恰巧这个楼之前出现了确诊病
例。在永定路70号院的环境采样中，也
发现核酸检测是阳性。流调人员推测，
二人可能在公厕感染了新冠病毒。

据介绍，流调人员经过调查，从新发
地商户关联到了与之密切接触的玉泉东
市场商户，再关联到玉泉东市场商户居
住的永定路70号院，最终关联到去这里
上卫生间的2例确诊病例。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吴浩表示，流调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对于没有新发地市场直接接触
史的病例，公众不必过于恐慌，目前只能
说有少量散在病例，根据目前证据还没
有出现社区扩散性传播，相关专业部门
正在开展流调，并对相关密接者及风险
人群管控，阻断传播链。

同时，吴浩也表示，有个别病例与新
发地市场的关联不大，要高度警惕，进行
病毒测序，对散发病例进行溯源调查，但
个别散发案例不代表会出现新的聚集性
暴发疫情。

数据显示，从 24 日到 29 日的近六
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13 例、11
例、17例、14例、7例和 7例，未出现确诊
病例明显上涨的迹象。

透视北京疫情流调三大焦点

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多条新线相继开通，铁路客
货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列车开行将根据客货需求及时增减。图为一列动车组列车
驶入江苏连云港站。 新华社发（耿玉和摄）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施新图

新华社海口6月 30日电（记者
刘邓）记者30日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获悉，该院近日对海南省东方市委
原副书记、市长邓敏受贿案进行一审
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邓敏有期
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 万
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8
年期间，被告人邓敏利用担任儋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昌江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东方市委副书记、市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承
揽、工程款拨付、医疗设备采购及政
府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本
人或通过亲属非法收受林某方等 12
人财物共计人民币887万元。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樊曦）
30 日，京沪高速铁路实现安全运营 9 周
年。自 2011年 6月 30日开通运营以来，京
沪高铁累计开行列车达110.8万列。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开通运营9年来，京沪高铁运输组
织不断优化，运输效能和服务品质不断提
升，有效满足了广大旅客对美好出行的期
盼。

京沪高铁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开工建
设，2011年6月30日开通运营，是当时世界
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
路。

2017年 9月 21日，“复兴号”动车组在
京沪高铁实现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京
沪高铁成为世界上技术标准最高、商业运
营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2020 年 1 月 16
日，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成为“中国高铁第一股”。

京沪高铁9年累计

开行列车超百万列

新华社武汉6月30日电（记者 廖君
王斯班）30日下午召开的武汉市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武汉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副主任黎美东
介绍说，今年考试组织增加了防疫环节和
要求，所有进入考点人员将全部测温入场，
所有考点均为配备空调的清凉考点，并设
置了凉棚和体温异常者复检室。

据介绍，武汉高考报名 5.9万人，较去
年增加 3000人，在 13个区设 58个考点，其
中新增4个考点。

黎美东说，今年高考是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全市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有
组织的集体性活动。面临时间调整、疫情
增加、天气变化、心态焦虑等诸多新问题。

他说，今年所有考点入口处都设置了
体温检测点，对所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同时，设置凉棚和体温异常者复
检室，供待检和复检人员等候时使用。所
有考场配备空调。考前对考场考点空调运
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开展清洁消毒。考
试时，开启空调，开启门窗，保持通风。

考试前，学校将对考点、考场、通道、门
把手、桌椅、宿舍等进行全面环境卫生清洁
与消毒；对参与组考、监考环节的工作人员
和所有考生，提前14天进行日常体温测量
和身体健康状况监测，做到每天体温测量
并记录。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
考试中，监考员在核验考生身份时，考生需
摘下口罩；就座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
佩戴。发现体温异常者，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处置。每天考试结束后，考场将进行消
毒并通风。

此外，考试结束铃响，考生不得出考
场，在考场内原地等候出场指令。听到离
场广播指令后，考生佩戴口罩，按工作人员
引导，保持安全间距、有序错时离场。

武汉今年高考考点

全为“清凉考点”

海南省东方市市长

邓敏获刑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