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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禽流感疫情出現之後，東莞市
緊急出台多項措施嚴防死守，但記者今
日在走訪涉事東城三鳥批發市場時發現
，嚴密防控中仍有疏漏，對於市場進出
人員的消毒、防疫和盤查管理尚比較鬆
懈。據悉，此次東莞共撲殺並無害化處
理家禽近9萬隻，而已緊急送往國家禽流
感參考實驗室進行覆核的疑似H7亞型禽
流感病毒樣本，目前仍在核查當中，廣
東省農業廳相關人員透露，估計要三四
天後才有結論。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董謙君東
莞二十九日電】

【本報記者徐小瑜河源二十九日電
】東莞檢出一份疑似H7亞型禽流感病
毒核酸陽性家禽樣品後，與之相鄰的河
源市高度重視嚴密防控。針對該市存在
部分供莞養殖場的情況，農業部門緊急
採樣進行檢測，到目前為止尚未檢出陽
性樣品。

獲悉東莞疑似疫情後，河源市委書
記何忠友、市長彭建文立即對防控工作
進行部署，該市農業部門也迅速開展監
測、排查等工作，組織技術人員緊急採
集有關供莞養殖場樣品送廣東省動物疫
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檢測，未檢出陽性
樣品。河源市農業部門介紹，該市還對
活禽交易市場、禽類養殖場、生豬定點
屠宰場等重點場所開展動物H7N9禽流
感監測，採集血清學、病原學樣品240
份進行檢測，也未檢出陽性樣品。

據悉，內地部分省份出現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後，河源市各級農牧
部門立即開展了動物H7N9疫情排查和
疫病監測，加強動物及其產品檢疫和動
物衛生監督巡查，加強消毒滅原，落實
春季重大動物疫病集中免疫措施，有效
、有序開展防控。下一步，河源市將強
化動物疫情排查和疫病監測，科學分析
、研判疫情形勢，掌握疫情動態；加強
家禽檢疫監管，規範活禽調運和市場准
入；加強重點場所監管和消毒，指導養
殖場（戶）加強飼養管理，提高生物安
全水平；加強應急值守，嚴格疫情報告
制度，強化應急準備，一旦發現H7N9
亞型流感疫情或病毒，將按照有關法規
，立即果斷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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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二十九日
電】據上海市衛計委29日通報，滬
本月17日確診的人感染H7N9禽流
感患者陳某經全力搶救，於29日上
午死亡。上海市衛計委29日17時通
報，滬今日沒有新增人感染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這是滬自4月21
日通報發現1例外地感染發病後來
滬就診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
病例後，連續第八天 「零通報」。

台學者稱禁活禽阻斷禽傳人
【本報訊】據中央社二十九日

消息：H7N9經研究證實源頭是活
禽市場，台灣學者認為，大陸關閉
活禽市場，有效阻斷病毒禽傳人，
夏天到來，大陸的病例可望趨緩。

台灣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何美鄉29日說，
上海4月6日關閉活禽市場，隨後有
政策宣導期及感染潛伏10天，4月
16日之後就未新增病例，最近的病
例是4月13日發病，這證明關閉活
禽市場，確實切斷H7N9禽傳人。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九日電】廣東省衛
生廳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專家組副組長王聲湧
今天表示，東莞日前檢出疑似H7亞型禽流感病毒
感染，表明廣東出現H7N9病例風險加大。目前，
最為關鍵要加強監測，建議擴大監測面。廣東省衛
生廳官員也表示，今天起為 「五一」假期，人員流
動大，粵港兩地需聯手防控。

廣東難獨善其身
「目前，內地H7N9疫情持續增加，H7N9病

例的範圍不斷擴大，廣東不能獨善其身，出現幾例
病例亦不足為奇。現在沒有人傳人的證據，即使出
現病例也是零星散發，市民不必恐慌。」王聲湧強
調。王聲湧還說，廣東人員流動大，加強防控頗為
迫切。目前，最為關鍵要加強監測，建議擴大監測
面，包括各大市場、從業人員及環境物品等均需納
入監測範圍。

廣東省疾控中心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控制所
所長何劍峰表示，廣東是家禽大省，活禽跨省交易
也能導致病毒南下，且正處於候鳥北歸期，東莞日
前檢出疑似H7亞型禽流感病毒感染，廣東不排除
出現像台灣的輸入性病例，本地散發病例亦有可能
。何劍峰認為，粵港澳鄰近，氣候相近，為應對目
前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防控形勢，粵港澳三地需
聯手加強防控。據悉，日前在廣州舉行的粵港澳人
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技術交流會上，與會者
分別對H7N9的傳染源
、三地出現病例的風險
、三地聯防及信息分享
等展開了深入的交流。
根據專家意見，目前，
粵港兩地已開展對人、
市場、家禽等
進行重點
監測。

【本報訊】據新華社二十九日消息：由農業部和世界
動物衛生組織組成的聯合考察組29日表示，食用經適宜處
理與烹調熟透的家禽及其產品是安全的，目前並無證據表
明人類食用禽肉或禽蛋會感染禽流感病毒。

考察組專家說，直接從事家禽生產的養殖者和服務於
家禽生產的獸醫人員無一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即是明
顯例證。中國政府已經按照法定程序對監測陽性樣品所在
地周邊特定範圍的禽類進行了撲殺，撲殺動物會嚴格按照
規定進行無害化處理，不會進入食品和飼料鏈。

【本報訊】據中央社報道：內地爆發H7N9疫情，對
各地 「五一」假期出遊潮影響不大，但以家禽養殖為主
的 「農家樂」主題旅遊則受到極大衝擊。

據報道，雖然內地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已逾百例，
但也有確診病例的上海， 「五一」小長假的節日氣氛濃
郁，商家紛紛掛上最新打折促銷招牌，進出機場和火車
站的車流量明顯增多。

內地宏源證券日前對十多家旅行社的電話調查發現
，這次H7N9禽流感病例較集中的華東地區 「雙（火車
鋪）七日遊」報價較往年沒有明顯變化，依然維持人
民幣1200元至2000元。但調查也發現，有 「接觸禽類和禽
類棲息地」可能的 「農家樂」主題旅遊幾乎停擺。

【本報訊】據中新社濟南二
十九日消息： 「山東棗莊父子倆
先後確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目前，僅從臨床症狀表現上
看，父子倆表現差異明顯。有關
禽流感 『人傳人』的說法並無明
確證據支持。」省級醫療救治專
家組組長、山東省胸科醫院院長
高大川教授29日在接受中新社記
者採訪時表示。

高大川說， 「我從棗莊市立
醫院對這例H7N9禽流感病例父
子會診後剛返回濟南。目前患兒
正在小兒科感染急診室進行治療
，病情狀況比較穩定，吃喝拉撒
睡也比較正常，雖然呈現出了局
部肺炎症狀，但病情既不是重症
更不是危重。根據臨床診斷，該
患兒係病毒和細菌複合感染，同
時白細胞數量偏高。根據發病之
初和六小時後的對比診斷，該患
兒的病情發展並沒有呈現急速惡
化的態勢。」

「但是患兒父親的病情發展
是不穩定的，剛住院時，無太明
顯的病理症狀，但住院4小時後
，病情急速發展，惡化的速度很

快。」高大川說，患兒父親目前
經過7天的緊急救治後，雖沒有
完全脫離生命危險，但生命體徵
相 對 穩 定 ， 目 前 已 不 需 要
ECMO（人工心肺機）的支持。

兒子過潛伏期才染病
高大川認為，因為密切接觸

史的存在，現在不好直接排除相
關可能，但僅從症狀表現上看，
二者差距明顯。同時，按時間計
算，父子倆症狀的關聯度也不具
備 「人 傳 人」的 表 現 。 因 為
H7N9禽流感最長潛伏期為7天
，該患兒是在父親入院治療8天
後，被發現有發燒症狀的，患兒
被確診H7N9禽流感患者時間有
近10天的時間。這一例家庭聚集
性 病 例 的 出 現 ， 不 代 表 病 毒
H7N9已經變異成可以在人際間
持續傳播的「人流感」病毒。目前
，國家衛生部門對所有病例的流
行病學調查和實驗室追蹤顯示，
它的主要傳播方式仍是從禽到人
的感染。山東出現父子檔的病患
，這是累計第3起的家庭群聚感
染事件。

粵或現輸入性病例

滬增一死亡病例

五一農家遊遇冷

考察組：可放心吃禽肉或蛋

診治醫生稱症狀差異明顯

魯父子染疫未確證人傳人

29日，記者再次來到東莞東城三鳥批發市場，
門口依舊拉有警戒線，記者多次申請後仍未能准許
進入。從門口觀察到，整個市場仍然處於休市狀態
，內部氣氛顯得緊張，遠遠可見有裝備齊全的工作
人員在處理雞糞等污染物。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
作人員告訴記者，對市場內欄舍進行大規模消毒還
未開始，估計要等今天清潔工作完畢後才能展開。
而門口處除了設置消毒池進行輪胎消毒之外，還對
進出所有車輛的車體噴灑消毒劑。

家禽市場提高消毒頻率
不過，在近兩個小時的觀察中，記者發現，雖

然工作人員會對進出車輛執行嚴格的詢問程序，但
並沒有對車內部的物品進行檢查，而人員進出的盤
查管理也比較鬆懈，特別對市場內人員外出時，基
本缺乏消毒措施和盤問檢查，有人甚至沒有佩戴口
罩，圍觀現場消毒情景。一名市場內人員駕駛摩托
攜帶數箱物品外出，門口的檢查人員並沒有做過多
干涉，直接放行。還有市場內人員告訴記者，昨晚
有人開滿載的卡車出去，但不清楚裡面是何物品。

記者隨後走訪了東莞另外兩個售賣家禽的細村
市場和塘貝市場。細村市場一名檔主說，自禽流感
疫情在華東爆發後，他們在消毒方面就一直沒放鬆
過。 「市場的經理也跟我們強調過消毒的重要性，
目前我們均能保證每天消毒一次。」而塘貝市場的
陳檔主前幾日得知三鳥批發市場有疑似H7亞型禽
流感病毒感染後，就將原本每天一次的消毒頻率提
高到了兩次。 「按這個消毒頻率持續下去，政府提
供的消毒劑肯定不夠用。」她苦笑，自己的檔口大
約有50多隻活雞，約有半數來自東城三鳥批發市場
，雖暫時未發現異常，但依舊膽戰心驚。 「昨晚睡
覺還做噩夢，夢見自己的雞被檢測出H7N9。」

有現場開展防疫工作的東莞市動物疫病預防控

制中心檢疫員告訴記者，他們從早上九點開始對全
市市場的雞禽進行抽血採樣， 「今天最後的工作量
是要把南城塘貝市場的雞禽進行分批樣本採集，近
期從東城三鳥批發市場銷售出去的雞禽則需要重點
抽查，整個採樣工作巨大，大約需要4至5天才能採
集完畢。」

該檢疫員介紹，抽血後樣本將送至控制中心進
行禽流感等動物疫病項目初步監測，一旦發現異常
，將移交給省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深度檢
測。

出動近400人撲殺家禽
而據東莞市農業局介紹，針對東城三鳥批發市

場的家禽撲殺行動從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2時結束
，共出動農業、公安等應急處理工作人員383人，
撲殺並無害化處理家禽89864隻，無害化處理飼料
及禽蛋15387公斤，並對市場內外、欄舍等市場環
境及用於撲殺行動的用品、用具、車輛進行徹底清
潔和消毒。接下來，該市農業局將繼續做好後續工
作，指導東城街道辦事處對市場繼續實施清潔消毒
，會同有關部門落實撲殺補償安排，做好市內其他
活禽交易市場等重點場所監測。

黃叔（家住三
鳥批發市場附近）
： 「昨晚聽人提到
附近的三鳥市場緊
急休市，當時心裡
『咯登』 一下，便
知道應該有問題。
家裡滿歲不久的小
孩前段時間感冒剛
好，現在又撞上身
邊有雞禽疑似禽流

感，這真的令人擔心。今天上午家裡在搞
衛生，中午散步特意避開市場，往反方向
走。」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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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 1份雞樣品疑似
H7亞型禽流感病毒陽性

東莞民眾「談雞色變」

林伯（家住東莞東城區城郊）： 「既
然已經嚴重到需要撲殺活雞，自己一把年
紀，抵抗力不如年輕人，在這種危急時刻
還是注意一下，不能再每餐 『無雞不歡』
，暫時忍痛割愛，買些魚蝦海鮮替代。」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

▲涉事的東城三鳥批發市場對來往的車輛有嚴
格的消毒措施，除了經過門口前面的消毒池進
行輪胎消毒外，還對車體噴灑消毒劑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攝

▲東莞市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對全市市場的
雞禽進行抽血採樣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攝

▲檢疫員在為抽取的雞禽血液樣本註明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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