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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月2日电 （记者肖思思
王攀）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同舟共济、众志成
城，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
组长钟南山2日再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要对2019-nCoV肺炎疫情有科学
的认识，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避免不必要
的恐慌。

研究基本支持病毒来源于蝙蝠
是否存在中间宿主
目前还需要研究

冠状病毒（Coronavirus，CoV）是一
类有包膜的正向单链RNA病毒，在人类、其
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广泛传播，并可导致呼
吸道、肠道，肝脏和神经系统等疾病。目前
已知有七种CoV可导致人类疾病，其中四
种CoV-229E，-OC43，-NL63和-HKU1
在人群中普遍流行，并通常引起普通感冒症
状。而其他三种 SARS-CoV、MERS-
CoV，包括此次的2019-nCoV都具有严重
的危害性，可导致重症肺炎甚至致死。

据介绍，目前针对2019-nCoV已发表
部分研究成果，对疫情防控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流行病研究表明2019-nCoV感染
肺炎患者年龄中位数为59岁，56％为男性，
病毒感染平均潜伏期为5.2天（95％置信区
间为4.1至7.0），95%分布点为12.5天。病
毒传播力平均值在2.2。发热仍是 2019-
nCoV感染患者的典型症状，虽也见有无症
状感染者报道，但不是主体，就目前防控来
说仍需集中力量关注大多数。对 2019-
nCoV 的基因组的分析研究表明，其与
SARS-CoV有79.5%的相似性，而与蝙蝠
来源 CoV 有 96%的相似性，基本支持
2019-nCoV来源于蝙蝠，但是否存在中间
宿主目前还需要研究。2019-nCoV 与
SARS-CoV一样都是通过ACE2受体进入
人体细胞，两者的受体结合域有较高的相似
性。研究也发现SARS-CoV特异性单克隆
抗体CR3022可以与2019-nCoV受体结合
域有效结合从而中和病毒感染，这些也为抗
体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思路。

钟南山介绍，病毒对机体的损伤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病毒破坏机体细胞导致的直
接损伤；二是破损的细胞组织引起的间接免
疫损伤。一旦自身产生的免疫反应过强将
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机体损伤，从而导致严
重疾病。

至少7个小分子药物
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

钟南山介绍，迄今2019-nCoV还没有
针对性的特效药。一些个案报道的治疗药
物仍需更多的临床实践证明效果。现有至
少7个针对病毒RNA聚合酶或蛋白酶的小
分子药物，包括上述CR3022抗体药物都处
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相关疫苗的研发也在
开展中，但距离临床应用尚需时间。

“然而，我们汲取SARS救治的成功经
验，已经建立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案，同时多
种生命支持手段的应用都保证了患者的救
治成功率。我们在危重症患者中使用高通
量氧辅助、无创面罩通气、小潮气量肺保护
性通气、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辅助治疗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对疾病认识的
深入和诊疗经验的积累，国家卫健委多次组
织专家对诊疗方案进行修订，目前已经形成
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四版）》，有效指导了全国的 2019-
nCoV肺炎的诊疗工作。”钟南山说。

最有效的方法
仍是“早发现、早隔离”

“目前全国的疫情仍处于上升期。”钟南
山说，面对此次2019-nCoV肺炎疫情，最
原始最有效的方法仍是“早发现、早隔离”。

“为此我们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多项
全国性的举措：延长假期、交通管制、公共场
所体温检测排查、积极宣讲少聚集、个人防
护知识等，而国民公共安全意识的提高也保
证了相关举措的顺利实施。”钟南山说，“这
些举措有效阻断传染源，大大减少二代、三
代传染，我们判断此次疫情有望在未来10
天至两周左右出现高峰，但我们仍需加强防
控，不可放松警惕。在此要特别向武汉这个
英雄城市表示感谢，他们做出了重要的牺牲
和贡献。”

疫情防控面临问题与挑战
与此同时，钟南山认为目前疫情的防控

工作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疫情局部集中爆发，医疗资源匮

乏。目前，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SARS期间
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成功经验，在武汉火速新
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总计安置
2300张床位，建成后将大大缓解患者救治
问题；在医务人员方面，全国各地已组织多
批医疗专家团队支援武汉；在医疗物资方
面，则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的通力合作，保
证疫情一线的物资配给。

第二，尚需做好患者分流，减轻定点医

院压力。时值冬春交替、气候多变，常见呼
吸道病原体如流感病毒等也同处于流行季
节，而疾病早期通过临床表现无法准确区分
判断患者是否为2019-nCoV感染还是其
他常见呼吸道病毒感染，需依赖病原体诊
断。然而，基层医院病原体诊断力量不足，
导致无法对患者进行分流，使得发热患者在
没有分流的情况下集中至有限的定点医院
中，造成相关医院面临巨大压力，也严重影
响了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因此亟需提高
基层医院病原体筛查诊断能力，实现患者分
流救治，减轻疫情防控压力。

第三，需切实做好院感防控。疫情高发
如武汉等地患者激增，相对医疗资源短缺，
极易导致院感发生，威胁医务人员和群众安
全。需要优化流程管理，切实保障一线医院
院感防控设施、设备及相关物资配给。

“需要万众一心、攻克难关”
钟南山认为，需加快科研工作，为疫情

防控提供支撑。他说，目前对2019-nCoV
及其感染特点的认识较少，目前国家、省、市
及社会各方力量已经启动专项研究基金用
于2019-nCoV肺炎疫情攻关，亟需加快科
研工作，为临床救治及疫情防控提供支撑。

“17年前的 SARS持续了近 6个月的
时间，如今我们的国家在重大传染病防控
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有信心更
加有效地控制此次2019-nCoV肺炎疫情，
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这需要我们一线
医务人员的努力，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的
努力、需要我们患者的努力，需要全国人民
的努力，同时需要各国一起加强合作、携手
应对，万众一心、攻克难关。”钟南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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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专家解读
最新疫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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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再访钟南山院士谈科学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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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四版）》，为全国医务人员做出的诊疗参考指南，其中透露出哪
些对疫情的最新共识？“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权威医学专家。

认识一：
哪些人群易感？

第四版诊疗方案提到，儿童及婴幼儿也有发病。还提到从目
前收治的病例情况看，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儿童病例症状相对较
轻，少数患者病情危重。死亡病例多见于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
病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葛庆
岗表示，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

认识二：
传播途径主要有哪些？

第四版诊疗方案明确，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亦
可通过接触传播。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表示，通过在公共场合科
学、合理佩戴N95或者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可以阻断由于患者喷
嚏、咳嗽带来的飞沫传播。

所谓接触传播，是指患者喷嚏、咳嗽的飞沫最终会沉积在地
面、桌椅等物品上。如果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手也会被污染，
如果再接触口腔、鼻腔、眼睛等的黏膜，便会引起感染。李太生说：

“所以，一定要注意手部卫生，及时用肥皂和流水洗手。在没有条
件清洗的时候，不要用手乱摸。”

李太生表示，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尤其是密闭空间，如商场、
车站、车厢里，应该科学佩戴口罩，但是如果去空气流通场所，比如
非高发区的公园、骑单车，以及在私家车里，则没有必要。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曹玮表示，戴口罩是要防止飞
沫传播感染，而飞沫能喷溅的有效距离大概也就是1.5米到2米。
所以，在没人且空气流通的情况下是没有必要佩戴口罩的。

至于是否需要戴手套，李太生说，对于公众来讲是没有必要
的。进行科学、规范、有效的防护和勤洗手已经足够。

认识三：
感染者有哪些临床表现？

第四版诊疗方案提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
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症状。重型病例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
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
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
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部分患者仅表现
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多在1周后恢复。

李太生表示，比起第三版诊疗方案，新版方案明确了基于目前
的流行病学调查，潜伏期一般为3-7天，最长不超过14天。

认识四：
如何确诊？

由于冬季本身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流感、普通感冒之间很难区分。

第四版诊疗方案提到，流行病学史包括：发病前14天内有武
汉地区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发病
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
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有聚集性发病或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同时，目前各省份病例明显增加，在一些地区已发现无武汉旅
行史、接触史。“所以，第四版诊疗方案把流行病学的筛查条件放宽
了。有三个临床表现：一是发热；二是查血常规后发现白细胞总数
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三是做CT显示肺炎，符合两
条就应该去做核酸筛查。”李太生说。

第四版诊疗方案提到，有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何一条，且符合临
床表现中任意2条，就建议去发热门诊进行核酸确诊筛查。

认识五：
目前治愈案例用了哪些治疗手段？

“目前还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现有抗病毒药物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有明显效用，现在治愈出院的病人，基本都是对症
治疗，时间到了扛过来了。”李太生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主任谢青表示，对
症治疗指的是运用药物改善疾病症状，但不能消除病因的治疗。
当患者出现没有特定治疗手段且危及生命的病症时，应优先进行
对症治疗。

李太生说，由于没有特效药，所以最好的治疗方案依然是对症
治疗，缓解症状，病愈还是要靠人体免疫力。“如果发烧吃不了东
西，就输液；如果合并细菌感染，就用抗生素；如果呼吸不好，就吸
点氧。给患者一些缓冲时间，让免疫力扛过来，就恢复好了。”

“临床发现，重症病人多有呼吸紧迫、气急、憋气等现象。如果
发现病人出现以上症状，应该及时给予给氧治疗。”谢青提示，这也
是写进国家卫健委制定的第四版诊疗方案中的治疗措施之一，应
该被重视。

认识六：
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是什么？

第四版诊疗方案规定了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即体温恢复正
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
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天）。

“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有一个过程。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导致机体细胞损伤、炎症因子释放以及器官功能损伤，需
要逐渐修复，基本2至3周，重者可能更长。目前还没有到大规模
确诊患者临床治愈的时间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
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柳说。

张柳表示，很多症状缓解、临床治愈的患者还没有达到这种标
准，核酸检测和确认本身也需要时间。另外，重症患者中很多为高
龄或者基础疾病较多、已经存在器官功能损伤，这些基础疾病状态
会和感染状态互相交织，情况就更为复杂，导致迁延不愈。

认识七：
已公布死亡病例有哪些特点？

第四版诊疗方案提到，死亡病例多见于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
疾病者。

李太生也表示，从已公布的信息发现，死亡病例约75%在60
岁以上，并且多数伴有基础性疾病。“然而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基
础疾病加重后致死，还是直接致死，目前仍然不清楚。”

已经治愈出院的病例是否会产生抗体？北京医院援鄂医疗队
专家组组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许小毛表示，抗体是一定会产生
的。“因为病毒入侵人体后，会激发人体的特有免疫，产生抗体，进
而杀死病毒。”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秉阳）

口罩产能恢复至60%
医用N95口罩仍紧缺

根据工信部掌握的情况，目前国内口罩
企业产能恢复率在60%左右。但医用N95
口罩仍然紧缺。

“目前国内口罩一天产量超1000万只，
医用N95口罩每天产能60万只。”工信部消
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说，N95是指过滤
效率达95%标准的口罩，分为工业防尘和医
用两类，以医用防护更高，生产要求、环境和
标准也更高。

她说，1月24日以来，武汉向医疗物资
保障组提出了多个批次的物资需求，医用
N95口罩缺口仍较大。

工信部表示，将聚焦重点骨干企业产能
挖掘，狠抓复工达产，协调解决原材料、关键
零部件等供给问题，动用中央储备来保证重
点地区需要，竭尽全力保障供应。

医用防护服日产能达2万件
消杀用品有保障

工信部称，目前最紧缺的医用防护服供
给正不断攀升。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
说，到2月1日我国医用防护服日产量已达
2万件，与1月28日的0.87万件相比增幅明
显，目前生产基本用于湖北。

除了医用防护服，百姓需求较高的红外
体温检测仪、消毒杀菌用品等产能也在大幅
回升。记者从蓝月亮了解到，蓝月亮第一时
间加班加点生产，并调集了512万余元抑菌
洗手液、含氯漂白水等产品运往湖北，同时
明确要求各销售渠道、产品不得涨价销售。

“我们统计的消杀企业433家，其中84

消毒液企业95家，平均开工率60%，日产量
1579吨。”工信部原材料司司长王伟说，手
消毒液每天产量已达140吨左右，医用酒精
日产能407吨，红外体温检测仪复产50%左
右，且都在逐步提高。

医疗设备产能也在扩张。1月30日，
联影医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首批医学影
像设备抵达武汉火神山医院。据悉，此次
提供的设备可在1分钟内完成患者的肺部
扫描。目前联影在武汉、上海各基地备货
充足。迈瑞医疗制造中心已提前开工，确
保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等急救设备供
应，已连续几批将医疗设备安装到防疫一
线。工信部称，医疗物资保障已经取得一
定进展。

确保防疫物资生产调运
全程可控

黄利斌说，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根
据武汉疫情防控需求对医用防护服、医用
N95口罩、医用护目镜、负压救护车及相关
药品实施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工信部已向
部分重点医用物资生产企业派驻特派员工
作组，并将当天生产的重点医疗物资统一交
由收储企业运输，定时调度、追踪运输物流
和到货情况，实施闭环管理，确保防疫物资
生产调运全程可控。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月1日24
时，国内生产企业累计向湖北发送医用防护
服13.6万件，已抵达11.7万件；医用N95口
罩发货13.4万只，已抵达13.1万多只；护目
镜包括医用隔离面罩发送18.8万个，已运抵
11万个。

此外，工信部已组织开发了国家重点物
资保障平台，对医用防护服、口罩等7大类

21个小类的重点医疗物资实施在线监测。
截至1月31日，共有400余个企业入库，超
过300个企业每天实时更新数据。下一步，
平台将优化建设重点医疗物资供需平衡和
调度功能，切实支撑好重点物资保障工作。

加大国际采购和技术支持
全力保障市场需求

1月31日，CK258、MU5042、MU5052
先后从韩国首尔飞抵中国上海，搭载阿里巴
巴海外直采的超过50吨口罩等医疗物资。
目前这批物资已运送至一线医院。

拼多多联合中国邮政、顺丰速运开辟了
直达湖北省12个地级市、27个县的绿色通
道，打通物流直采直送；海尔集结全球资源
捐助防疫物资，免费为疫区开通救援物资运

输通道和物流服务……生产企业积极复工
的同时，平台企业加大国际采购，全力保障
市场需求。

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仅1月30日当
天，我国口罩进口量超过2000万只。

此外，科技企业通过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应用，也在全力助力疫情防控。近日，
北京清河火车站落地应用了百度的AI多人
体温快速检测解决方案，基于AI图像识别
技术和红外热成像技术，可在一定面积范围
内对人流区域多人额头温度进行快速筛选
及预警。

工信部表示，将加大力度推动国际采
购，打通国内国际标准对接与转换，紧急协
调用好出口等医疗物资，并要求科技企业加
大大数据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力度。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张辛欣）

口罩能否供应上？物资缺口有多大？如何调配监督？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防疫物资保障热点话题

疫情还在持续。口罩产能恢复多少、物资存在多大缺口、如何
调配监督，备受关注。在2日工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
有关负责人就物资保障做出回应。

山西晋城高平市丹阳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工人在口罩生产车间赶制口罩（2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