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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发出公开信倡议

带头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

新冠病毒为何
总在进口冷冻品检出

8月13日，陕西省疾控中心报
告称在对西安市莲湖区方欣海鲜
市场海鲜产品采样核酸检测中，发
现一个批次的进口厄瓜多尔冻白
虾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
这是7月以来，我国第10次报告在
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及表面样本
上检出新冠病毒（详见右表）。

自检测情况可见，检出新冠
病毒的无论是厄瓜多尔冻白虾还
是巴西冻鸡翅等进口冷冻食品，
其来源大多为南美洲，专家指出，
这与当地疫情严重、冷冻海鲜等
食品加工过程较容易污染有关。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
截至8月13日16时，南美洲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560万例，仅次于
北美洲。截至15日，厄瓜多尔累
计确诊病例已近10万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认为，冷冻
海鲜产品通常储存在低温环境，而
环境温度越低，病毒存活的时间越
长，所以容易在冷冻海鲜产品中或
者其包装上发现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漂洋过海
为什么还活着

冷冻食品及外包装的新冠病
毒可能是怎么来的？江南大学教
授、博导，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研
究所所长姚卫蓉表示，“食品生产
设备、工器具、加工台面、手、手
套、空气、食品加工用水、加工区
域的害虫等存在新冠病毒，甚至
在销售交易的拆箱分销过程，若
交易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呼吸
中存在的新冠病毒也会随着呼吸
或飞沫飘浮在空气中，进而沉积
在冷冻食品外包装表面。”

姚卫蓉指出，冷冻产品加工、
贮藏、运输、分销和零售等环节，
始终处于产品所必需的特定低温
环境下，包装后的运输、零售，温
度一般都需要控制在-18℃左
右。在此冷链过程中，病毒等微生
物不会被冻死也不会生长繁殖，
能一直保持存活状态。

记者了解到，新冠病毒直接
的冷冻研究尚未出现，但它所属
的冠状病毒家族普遍不怕冻，低
温下生物结构不被破坏。

此外，新冠病毒能附着在各

种材质表面，并持续较长一段时
间。比如此轮疫情早期，有研究发
现，常温条件下，无论新冠病毒还
是非典病毒，在空气中只能存活
三小时，在塑料上需要三天左右，
才会下降到感染力水平以下。

正是低温与冷冻进口食品多
使用塑料包装，利于新冠病毒保
存。“类似于冷冻保藏菌种，冷链
产品在解冻到室温后，病毒就能
恢复活性。”姚卫蓉说。

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
疫情传播风险大吗

很多人将“食品或食品外包
装检测出新冠病毒”与“吃了会感
染新冠病毒”画上等号，这其实属
于过于恐慌。

首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
美国CDC、美国FDA、欧盟CDC
等机构研究表明，新冠肺炎不是
食源性疾病，不会通过食品传播。

在7月28日全国公共卫生学科
发展院长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
究员陈君石称，想要证明病毒通过
食品感染，需要拿到活的病毒，但
还没有从食品表面阳性样品分离
培养出活的病毒。“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特别是疑似食品来源的病毒
感染，需要基于科学的角度出发。
加强食品安全预防意识的同时，不
要过于恐慌。”陈君石说。

世卫组织回应
食品会否传播新冠病毒

针对深圳冻鸡翅检测出新冠
病毒事件，8月13日，世卫组织卫生
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
霍夫指出，中国卫生部门是通过对
数千种冷冻食品的抽检，才从“极
少数”样本上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没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可以
通过食物进行传播，也没有发生
人因食用某种食品从而感染新冠
病毒的案例，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即便病毒能够存在于食物中，也
可通过烹饪的方式杀灭。

可能有人认为，既然不时从冷
冻食品中检测出新冠病毒，不如干
脆暂停进口它们，这样的提议可行
吗？一方面，进口食品已经成为我
国消费者重要的食品来源；另一方
面，尽管不时有进口冷冻食品检测
出新冠病毒，但从实际情况看，冷
冻食品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
概率仍然极低。 据科技日报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发出公开信，倡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干部职工迅
速行动起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员领导
干部率先垂范，在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特别是餐饮浪费上走在前、
作表率。

公开信指出，中央和国家机

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
阵，各部门广大干部职工要带头
增强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
费的政治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
牢记“两个务必”，自觉把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理念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
起，珍惜每一餐饭，节约每一粒
粮，以良好的机关作风引领社会
风尚，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带头在单
位落实餐饮节约的各项措施，积
极投身节约型机关创建，把节约
理念贯穿食堂就餐、公务活动用
餐等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减少粮

食浪费。带头在家庭传承勤俭节
约的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教家
风，带动督促每名家庭成员树立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观念，从节
约一粒米、一滴油等做起，教育引
导子女亲属珍惜来之不易的粮
食，自觉养成艰苦朴素习惯。带头
在全社会倡导健康文明节俭的餐
饮消费方式，在外就餐聚餐时，做
到科学点餐、理性消费、文明用
餐，自觉践行“光盘行动”，自觉抵
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坚决
破除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等陋
习，切实防止“舌尖上的浪费”，以
自身的示范行动带动更多人践行
节俭节约新风尚。

中国消费者协会16日向广大消费者发出倡议：崇尚节约为荣，向
餐饮浪费说“不”，争做绿色节约消费的实践者、传播者、监督者。

中国消费者协会倡议广大消费者，适量饮食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无论在家吃饭，外出聚餐，还是取自助、点外卖，把够吃就好作为一种
习惯，把“光盘行动”作为一种时尚。合理膳食，拒绝野味，不浪费、不
攀比、不炫耀，争做绿色节约消费的实践者。为节约用餐的行为点赞，
对铺张浪费现象提醒、规劝，争做绿色节约消费的传播者。对不良消
费行为进行监督是消费者的权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无论
是餐饮企业的行为失范、政府部门的疏于监管，还是消费中存在的陈
规陋习，对违背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的餐饮浪费行为要敢于投诉监
督、批评纠正，争做绿色节约消费的监督者。

中消协呼吁广大餐饮企业，全面、客观、准确提供餐饮信息，为消
费者按需配餐提供便利，引导消费者节约点餐、杜绝浪费。 据新华社

广东陆丰近日发现1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患者为深圳盒马
鲜生水贝店品牌推销员。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麦教猛16日
表示，广东省农贸市场疫情防控
工作专班立即组织各相关地市第
一时间对全省36家盒马鲜生门店、
12家关联仓库和加工企业，共计48
家（其中广州17家、深圳24家、佛山
2家、东莞5家）单位开展排查。

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麦教
猛介绍，广东全面组织对辖区内的
盒马鲜生门店、仓库和加工企业开
展核酸抽样检测，检测范围覆盖从
业人员、产品和场所环境，特别突出

进口冷冻肉和水产品的检测。同时，
现场检查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落
实情况。

截至16日8时，广东省共采集样
本9989份，其中人员6645份、环境1770
份、产品1574份，已出结果9713份，除
深圳盒马鲜生水贝店的2名人员样
本为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

此外，记者获悉，8月16日下
午，广州冷链行业协会发布紧急
通知：暂停进口来自疫区的冷冻
肉制品和水产品。对所有接触冷
冻肉食、水产品的从业人员马上
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并坚持做
到每周一次。

综合新华社、广州发布等

中消协倡议：适量饮食更有益健康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由
军科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
团队及康希诺生物联合申报的新
冠疫苗专利申请，已被授予专利
权，这是我国首个新冠疫苗专利。

该疫苗的申请名称为“一种
以人复制缺陷腺病毒为载体的重
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就是此前
陈薇院士团队开发的腺病毒载体
疫苗(Ad5-nCoV疫苗)。根据专利
摘要，该发明提供一种以人5型复
制缺陷腺病毒为载体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苗。

该疫苗在小鼠和豚鼠模型上
均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能在短
时间内诱导机体产生强烈的细胞
及体液免疫反应。

此外，该疫苗制备快速简便，
可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生产用于
应对突发疫情。

为抗击疫情，陈薇院士带领团
队研发重组新冠疫苗，在国内和国
际分别率先进入I期、Ⅱ期临床试
验，验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
性。该疫苗Ⅲ期国际临床试验正在
有序推进。 据北京晚报

广东排查全省盒马鲜生门店及关联企业

葛相关新闻

我国首个！陈薇院士团队新冠疫苗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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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检出新冠病毒，进口冷冻生鲜还能吃吗
主要出现在食品外包装，尚无证据显示可通过食物传播

当前，在选
购和处理进口冷
冻食品方面，专
家提醒消费者也
要做好自我安全
防护。

江南大学教
授、博导，食品安
全与质量控制研
究所所长姚卫蓉
提醒，选购冷冻
食品时要戴好一
次性手套，尽量避免用手直
接触碰；到家后，可以先放
入具有杀菌功能的家电内
进行杀菌，或者将冷冻食品
用75%酒精消毒晾干后，独
立封闭包装，再放入冰箱冷
藏；在接触和处理完进口冷
冻食品后，立即洗手消毒。

其次，在处理食物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副主任、研究员李宁建
议，牢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几个要点：

1.食物在加工之前一定
要认真清洗，清洗过程中要
防止水花飞溅；

2 .食物一定要烧熟煮
透，一般烹调温度即可杀灭
新冠病毒；

3 .生的熟的食品分开；
4 .在烹调加工结束以

后，对台面、容器、厨具等
进行清洗和消毒。 综合

近期冷冻食品外包装多次检出新冠病毒

7月3日 福建厦门，3批厄瓜多尔进口的冻南美白虾集装箱内壁和外包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7月3日 辽宁大连，3批厄瓜多尔进口的冻南美白虾集装箱内壁和外包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7月14日 江西萍乡，厄瓜多尔进口的冻南美白虾集装箱内壁和外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

7月14日 重庆沙坪坝区，厄瓜多尔进口冻南美白虾外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

7月16日 云南，3份冻南美白虾包装箱外表面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7月23日 辽宁大连，凯洋海鲜冷库食品、加工车间、宿舍、食堂等食品和环境的多份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8月11日 山东烟台，3家企业进口同一外籍货船的冷冻海鲜产品外包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8月12日 安徽芜湖，1家餐饮店进口的厄瓜多尔冻虾外包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8月12日 深圳龙岗，经省市疾控部门复核，1份巴西进口的冻鸡翅表面样品检测出新冠病毒。

8月13日 陕西西安，方欣海鲜市场1份厄瓜多尔进口的冻白虾外包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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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低温”“冷链”成了当下国内疫情的关键词。据不完全统计，
自7月以来，国内至少已有9地10起食品外包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事
件，均与进口冷冻生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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