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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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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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透视北京疫情流调三大焦点

记者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获悉，经过
近 8天的飞行，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
网卫星于 6 月 30 日下午成功定点于距离
地球 3.6 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目前，
卫星天线已展开，有效载荷已开通，卫星
在轨工作正常。

这颗卫星于 6月 23日发射升空后，西
安卫星测控中心开启 24 小时实时监视模
式，组织渭南、三亚、佳木斯等测控站点进
行跟踪测量以及轨道测定、计算的同时，
先后对卫星实施了多次远地点变轨与定
点捕获，最终将卫星精准送达目的地。

“我们事先制定了大量方案预案，对
每一个岗位的人员配置、每一个程序的编
制、每一条指令的发送都进行了优化，最
大程度保证了早期轨道段每项测控工作
的安全和精确。”中心高级工程师兰宝君
说。

据介绍，这颗卫星定点后，西安卫星
测控中心将利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开展卫
星平台和星间链路系统的指标测试工
作。卫星工作状态得到全面检验后，将正
式入网提供服务。

“为更加精准地掌握北斗卫星在轨运
行状态，我们将借助自主研发的卫星健康
评估系统，细致检查卫星运行状态。”中心
高级工程师张海龙说，“下一步，我们还将
建立北斗卫星在轨健康检查分析机制，定
期开展检查分析，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确保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稳定运行。”

此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已入网的

29颗北斗三号卫星实施累计 60万余块程
控指令上注，并开展了星地建链、星间建
链、在轨标校、测量通信等工作，顺利完成
北斗三号星间链路系统测试任务。北斗
三号星间链路系统的稳定性已得到进一
步验证，各项指标符合全球组网需求。同
时，这个中心还对在轨运行的多颗北斗二
号卫星实施多批次轨道控制，确保定位导
航服务不间断的同时，实现北斗二号系统
向北斗三号系统的平稳过渡。

新华社西安6月30日电

记者 6月 30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
央行决定于 7 月 1 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
现利率。

央行决定，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
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调整后，3 个
月、6 个月和 1 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
贷 款 利 率 分 别 为 1.95％ 、2.15％ 和

2.25％。再贴现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
至 2％。

此外，央行还下调金融稳定再贷款利
率 0.5个百分点，调整后，金融稳定再贷款
利率为 1.75％，金融稳定再贷款（延期期
间）利率为 3.77％。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成功定点地球同步轨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就涉疆问题
发表声明污蔑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6月 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蓬
佩奥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奉劝蓬佩奥等美
国政客立即停止利用所谓涉疆问题造谣
抹黑中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赵立坚说，中国政府一贯一视同仁地
保护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合法
权益。1978 年至 2018 年，新疆地区维吾
尔族人口已从 555万增长到 1168万，约占
自治区总人口的 46.8％，是四十年前人口
的 2.1 倍。“如果蓬佩奥所言是真的，何来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大幅增长？”

他说，反观美国，少数族裔饱受欺凌
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
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
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
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

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
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 20 世
纪初，美国印第安人口已从 1492 年的 500
万骤减至 25 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
量仅占美总人口的 2％。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 5
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
的种族不平等。近期，美国非洲裔男子弗
洛伊德之死及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再次充分暴露出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已
经使少数族裔到了“不能呼吸”的程度，亟
待解决。

“我们奉劝蓬佩奥等美国政客摘下有
色眼镜，摒弃双重标准，正视美自身存在
的种族歧视问题，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改
善本国人权状况上，立即停止利用所谓涉
疆问题造谣抹黑中国，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他说。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外交部评蓬佩奥涉疆言论：

睁着眼睛说瞎话

工作人员在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公庄小区附近的集中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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