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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瑞丽市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举行新闻发布会

截至3月31日20时累计采集样本逾20万份

“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病毒最早出现”
新冠病毒的源头可能在哪里？实验室
泄漏的可能性是否排除？后续应如何开展
溯源工作？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
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 31 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继此前世卫组织发布报告后，
进一步
介绍溯源联合研究的关键信息，权威回应
公众关切。

结果，中方专家掌握的信息和外方专家掌握
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说我们不分享的这个假设和提法，
是不
成立的。
”
梁万年说，有些数据，
比如涉及病人
隐私等，按照中国法律，
不能带走、不能拍照，
但中外专家都是在一起做分析。
此外，梁万年表示，
数据完整性应当有边
界。
“永远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数据都收集到
了。”梁万年说，整个结论是基于我们目前已
掌握的数据，加上科学家们的科学知识和经
验，推理形成的结论。科学在进步，
人们对病
毒的认识在进步，只能在掌握信息中做出判
断、进行推理。

得出哪些结论？
新冠病毒
“极不可能”
通过实验室传人
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
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传人、经中间宿主传
人、实验室传人等四种引入途径的可能性
进行了科学评估。
中方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梁万
年在发布会上说，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
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
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
“比较可能”
到
“非常可能”的途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
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
室事故引入被视为
“极不可能”
的途径。
此外，根据溯源研究，蝙蝠、穿山甲或
鼬科、猫科动物及其他物种都可能是新冠
病毒潜在的自然宿主。
梁万年说，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
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
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
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
病毒高度易感。
不过，中方专家组介绍，
对华南海鲜市
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

没有找到源头？
“早报告的地方，
不一定病毒最早出现”

报告为何费时？

新闻深读

“经得起历史考验”

3月31日，中国一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在北京举行新闻
发布会。
新华社发

外交部：把病毒溯源政治化极不道德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 许可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1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美国纠集极少数国家发表所
谓“联合声明”，公然质疑否定中国—世卫
组织联合专家组报告，这是他们不尊重科
学、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确凿证据。
“美国早在报告发布前就已经开始做
这件事了，但响应者寥寥。”
她说。
华春莹说，溯源是科学问题，
应由全球
科学家合作开展，不能被政治化，
这是国际
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她表示，把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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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否完整？
“中国没给原始数据的提法不成立”
梁万年表示，联合专家组秉持“四个共
同”的原则，即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共同开展
科学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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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研究什么？
中方专家组提出四项建议
梁万年说，中国是首个病例报告国，所以
在中国率先开展全球溯源。但溯源工作是持
续性工作，在中国溯源结果的基础上，应进一
步在全球广泛开展溯源。
对于病毒溯源，
中方专家组提出四项建议：
一是要扩大全球统一的数据库，包括分
子、基因序列、临床、流行病学、动物监测以及
环境监测的相关数据；
二是要在全球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地去
发现可能的早期病例；
三是关于动物宿主，全球科学家都要共
同努力，在多国多地共同开展相关研究，更多
元地寻找可能成为病毒宿主的动物物种；
四是要进一步地了解冷链以及冷冻食品
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 易艳刚）据云南省卫健委
通报，3月30日，云南省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3例，均在瑞丽市。6例新增确诊病例中有1人为缅甸籍，3例
无症状感染者均为缅甸籍。
时隔多日，内地31省份再现本土确诊病例，引发舆论广泛
关注。瑞丽位于中缅交界地区，防疫工作难度确实更大，但鉴于
此前新疆、黑龙江、河北等地都曾因零星病例导致疫情反弹，云
南省有关部门对这些病例务必高度重视，
严防疫情扩散。
越是边境地区，越要将防疫工作抓得更细。当务之急，要尽
快通过流调确定疫情传播路径、对接触者进行排查和隔离，不让
疫情扩散。同样值得追问的是，去年9月瑞丽市就曾因缅甸籍
人士偷渡入境，导致多人确诊、出行受限。人们不禁要问：上次
的教训有没有转化成更有成效的防范措施？
疫情防控非小事，
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瑞丽再
现本土确诊病例，
也给各地防疫工作敲响了警钟：
一方面，
“内防扩
散，
外防输入”
不能松弦；
另一方面，
疫苗接种工作亟须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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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副所长杨运桂介绍，病毒溯源过程中，
联合专
家组达成一致，在全球框架下提出建议，要建
立一个整合全球所有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整合
数据库。通过文献梳理，专家组也认同，存在
比武汉更早的国外序列样本，提出要在全球
范围内继续跟踪早期的病例样本。

不道德，也不得人心，
只能阻碍全球溯源合
作，破坏全球抗疫努力，
导致更多的生命损
失，同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愿望完全背道
而驰。
“相信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对此看
得很清楚，他们的图谋不会得逞。”
“有关国家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
你们自己的抗疫工作究竟怎么样？你们为
国际抗疫合作都做了什么？”
华春莹说。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
研究报告30日在日内瓦正式发布。报告认
为，
新冠病毒
“极不可能”
通过实验室传人，
“比
较可能至非常可能”
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

去年教训是否已吸取？

梁万年介绍，联合专家组自今年 2 月 9
日在武汉公布框架性共识以来，又认真核实
梳理了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每一个数据，
反复磨合，旨在更科学、更完善地发布结果。
“写这个报告，
拿出了绣花的功夫。只有
中外双方联合专家组共同认可报告才能发
布，并没有预设时间。”梁万年说，
“这份报告
经得起历史考验。
”
梁万年表示，希望未来在世卫组织的领
导下，全球科学家能团结协作，
继续以科学的
方式来开展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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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
绍，经过近 2 个月的共同努力，联合专家组
就此次联合溯源工作的研究方法、主要发
现、科学假说及下一步建议的主要共识达
成了一致意见。
“早报告的地方，
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
现的地方。”梁万年说，中国是第一个和世
卫组织联合开展溯源研究的国家。纵观传
染病历史，要想真正找到新发传染病的源
头，并被全世界公认，
要花很长时间。
联合专家组分子流行病与生物信息学

新华社昆明3月31日电（记者 姚兵）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31日发布通告，31日8时起，全面开展市
区全员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检测费用由政府承担。
通告指出，
市区所有居民进行居家隔离，
时间暂定一周，
居家
隔离期间，
除超市、药店、农贸市场外，
其他经营场所一律停业；
居
家隔离期间，
每户居民凭网格负责人开具的出行证明，
可安排1名
人员外出采购生活物品；
单位家属区、
商品房小区等有集中管理的
居住区，
由小区门卫做好登记，
体温检测、
扫码出入；
运送医疗物资
设备、
生活用品、
农副产品等需要进入瑞丽的货物车辆，
由入城卡
点进行检查、
测温后，
凭行程码或云南健康码绿码放行；
3月14日0
时后离开瑞丽的人员要主动向当地社区报告并做核酸检测。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31日通报，
3月30日0时至24时，
云南
省新增确诊病例6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
均在瑞丽市。
据新华社昆明 3 月 31 日电（记者 姚兵 张雯）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 3 月 31 日晚召开发布会介绍，31 日 8 时
起，瑞丽市对主城区开展全员核酸采样检测，截至 31 日 20 时，
累计采集核酸样本 207136 份，目前采样工作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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