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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
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的通知》。《通知》要求，金融部门要采
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
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民生和支持实体
经济稳定发展。银行业多措并举，积
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客
户服务工作，保障客户和员工健康，全
力满足客户各项金融服务需求。

图为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网点对自
助机具灭菌消毒。

本报记者 洪星摄

银行业多措并举

防疫情保民生

国际合作战“疫”行动

既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又要把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奋力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是摆在全党

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

2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统

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在全力以赴抓

好疫情防控同时，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尽可

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完成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抓住重点，统筹兼顾，坚决夺取疫情

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并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打好基础。突如其来的疫情，必然会

给不少行业和企业带来影响，给我们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带来挑战。但更要看到，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

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

面，效果正在显现。综合分析形势，我们仍然

要坚持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都要抓

好，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都要完成，不

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

夺取双胜利，必须抓住重点、统筹兼顾。

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全面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统筹做好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既要

深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经济社

会大局稳定，必须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又要密切监测经济

运行状况，加强经济运行调度，聚焦疫情对经

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六稳”做好

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和工作。

夺取双胜利，关键在坚定信心，不要被问

题和困难吓倒。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

足、回旋余地大。这次疫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

影响必然是阶段性、暂时性的，不会改变中国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同时对

现实问题和潜在影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积极进行应对。只要坚持底线思维，积极主动

作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继续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夺取双胜利，最重要的是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要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

工复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

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要加

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优先向疫情重灾区应急

医疗救治设施、隔离设施等传染病防治急需

的项目倾斜。要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

垒，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疫情防治为切

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

力点之一，要着力稳定居民消费，加快释放新

兴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

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

和不足，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把我国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历经磨

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

和战斗力就越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抗疫情，风雨无

阻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战胜疫情，确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伟大祖国必将更

加繁荣昌盛！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月 11日

在瑞士日内瓦“科研路线图：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

为“COVID-19”。

谭德塞在发布会上说：“我们现在对这

种疾病有了一个新的名称，COVID-19。”

他指出，这个短语代表了“2019 年冠状病

毒病”，其中 CO 代表 Corona（冠状物），VI

代表 Virus（病毒），D代表 Disease（疾病）。

谭德塞表示，拥有正式的疾病名称很

重要，可以防止人们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

或“污名化”的名称。

那么，同样都是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

为何 COVID-19 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命

名方式明显不同？传染病命名背后究竟有

何国际规则？

这要从 2015 年说起，当年 5 月 8 日，经

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的共同磋商，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新人类传染病命名的最佳实践》（以下简

称《最佳实践》），“目的是尽量减少疾病名

称对贸易、旅行、旅游业或动物福利的不必

要负面影响，并避免对任何文化、社会、国

家、地区、专业或民族群体造成侵犯。”

《最佳实践》指出，疾病名称可以包括

疾病症状方面的通用描述性术语，比如呼

吸道疾病、神经综合征、水样腹泻等；在足

够可靠的情况下，应当包括疾病表现、受影

响人群、疾病严重性、季节性特征等更为具

体的描述性术语，比如进行性、青少年、严

重、冬季等；当已知引起疾病的病原体时，

那么该病原体就应当被纳入疾病名称，如

冠状病毒、流感病毒、沙门氏菌等。

同时，疾病名称应尽量简短并且容易

发音，例如 H7N9（一种禽流感）、rabies（狂

犬病）、malaria（疟疾）等类似的命名。

《最佳实践》还规定，在疾病名称中应

当避免使用包括地理方位，如中东呼吸综

合征、西班牙流感、裂谷热；人名，如克罗伊

茨费尔特—雅各布病、恰加斯氏病；动物或

食物种群，如猪流感、禽流感、猴痘等；涉及

到文化、人口、工业或职业的内容，如军人、

护士等；以及有可能引起过度恐慌的术语，

如不明、致命、流行等。

此外，《最佳实践》中写道：“当有必要

区分在不同年份发生的类似事件时，可以

使用日期（年或月和年）。”

SARS 暴发于 2002 年，MERS 暴发于

2012 年。根据《最佳实践》，虽然二者简短

易读，但都没有将已知的病原体，也就是冠

状病毒纳入名称，而且 MERS 中包括地理

方位，属于“应避免”的例子。

COVID-19 则既明确了病原体，又使

用日期加以区分，并且适用于从轻微到严

重的“全谱”病例。

谭德塞在会议上说：“这（COVID-19

的命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格式，可

用于将来的任何冠状病毒暴发。”

对此，法国国家医学委员会公共卫生

研究主管陈新认为，WHO 起了个“长效可

用”的疾病名称。

法国媒体认为，根据这种命名规则，假

如 2022 年又有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导致的

传染病暴发，就可以叫 COV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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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各地学校延

期开学。上网课，成为践行“停课不停学”的

方式之一。然而，这场大型全民在线教育实

验，可以说是在吐槽声中跌跌撞撞开始的。2

月 11日，教育部专门对此进行回应，明确指出

要防止增加学生不必要负担，不要强行要求

所有老师进行课程录播。

网络条件更好，平台更成熟，互动性更强，

在线课程资源更丰富……教育信息化发展到

今天，线上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手段。但上网课，同样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很多中小学的原定开学时间还没到，但

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学校开始了网上授课，相

当于变相提前开学。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自觉

性相对较差，大量监督性工作就落到了家长

身上：上课时，得盯着；做作业，得录视频；完

成学习任务，得每天打卡。已经开始远程办

公的家长，还得照看着自家孩子，分身乏术。

老师的工作也并不轻松。有些学校“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让老师们变身主

播。问题是，“变身”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

短期内都难以到位。有的老师还因疫情待在

老家，没有电脑，只能靠手机流量搞直播；有

的平台网络常常拥堵，但又没有技术人员及

时支援，老师上一堂课大半时间在自行摸索

解决技术问题……

机械地将线下课程搬到线上，效果未必

好。进行网上开课的探索固然值得鼓励，但

上网课也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停课不停

学”，学什么，怎么学，在什么平台上学，每个

年级如何安排，都要细化，不能搞一刀切。

一些地方教育局也出台了地方方案。比

如深圳市明确除初三毕业年级可以讲新课

外，从小学到初二各年级不允许讲授新课；山

东省教育厅也发文指出，因延迟开学耽误的

教学内容，主要通过调减周末时间、压缩暑期

假期等方式来补偿，春季学期开始后，原则上

实行“零起点”教学，不得抢赶进度。

做好“停课不停学”工作的本意，是为广

大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支持服务，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低年级学生未必要网上上

课，高年级学生可在老师辅导下有针对性地

学习。正如教育部所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科学安排，合理选择。

试水网上教学要从实际出发

新冠肺炎疫情受到法国各界广泛关

注。科技日报记者对此专访了法国国家医

学委员会公共卫生研究主管陈新。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难度大，中国面

临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陈新认为，这主要

是多重叠加因素，如病毒自身传染性高、病

毒在潜伏期和无症状期间可能具有传染性、

武汉市内人员流动性高、春运增加向外流

动、医疗队伍和资源阶段性不足、人群卫生

素质整体水平不高等，导致了疫情扩散。

但陈新强调，中国现阶段防疫措施是

全球典范，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他还介绍

了全球特别是法国的药厂和实验室正在进

行的药物和疫苗研究，并强调公共卫生防

控体系的前期建设对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人口输入型城市是
下阶段防控与管理重点

近日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可能出现新

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对此陈新

表示，法国现阶段不认为此种说法有科学

依据。

从最新的数据看，湖北以外各省新增

确诊和疑似病例正在下降，这是一个好消

息。陈新提醒，当前较大的风险在于假期

后的返工潮引起大量的人员流动。现阶段

已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部分传染者可能

仅有轻微症状甚至无症状，而病毒传播性

强。“下一步，人口输入性大的城市将是公

共卫生防控与管理工作的重点。”

全球至少12家药厂
正研发相关疫苗和药物

陈新认为，现阶段尚无明确证据表明

现有药物或疫苗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有效。

针对“有研究表明，瑞德西韦等抗病毒药物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有效”的说法，

陈新的回答是，“瑞德西韦并非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DA）注册上市药物，其有效

性由治疗美国本土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得

出。该治疗在法律上应用了特殊情况豁免

用药申请，该申请具有一定时效性，瑞德西

韦用于抗新型冠状病毒并未做全临床定

义，其临床效果有待观察”。

目前，全球至少有 12 家药厂正在研发

相关疫苗或抗病毒药物，以协助治疗病患

和抑制疫情。

记者了解到，法国赛诺菲计划在未来

两周内宣布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研发新计

划；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基于麻疹疫苗的研

究计划在 20个月内开发出可用疫苗。

疫情防控体系前期建
设对应急管理至关重要

陈新介绍，国际上公认的公共卫生事

件处理参考标准为世卫组织 2005 年版的

国际卫生条例（RSI），目的主要是给予地

区与国家标准性参考以针对性应对公共卫

生风险，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

播，并提供相关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法国国家卫生部根据 RSI 标准，结合

法国实际状况建立了公共卫生指南，在疫

情暴发的情况下（如出现季节性流感），法

国国家卫生部会连同国防部及各卫生职能

部门，如国家医学委员会、最高卫生委员会

等，根据已建立的体系标准对疫情情况进

行快速评估，从而进行整体规划以进入具

体措施操作阶段。

“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管理，

为应对疫情提供制度保障与操作标准，因

此，前期的体系建设对于应急管理至关重

要。”陈新表示。

指南系统化和措施
多样化提供应急保障

法国指南包括总体战略，监测与风险

提示，预警、信息通报与交流，快速协同与

合作，数据库建立标准化信息处理，地方中

央协同与三级管理模式，后勤保障与科研

攻关等多个方面，全面规划还针对全国性

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理论模拟，以应对公共

卫生应急之需。

此外，法国同步加强基础卫生水平，如

增加医师、护理、康复协助等专业队伍建

设，强调医学科学教学与科研质量，加强全

民卫生素质及国家整体卫生状况，重视社

会保障及医疗保险。

“上述指南和措施都为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做出了全面的基础性保障。”陈

新说。 （科技日报巴黎2月11日电）

“中国现阶段防疫措施是全球典范”
——专访法国国家医学委员会公共卫生研究主管陈新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张盖伦

“在确保医用防护服性能的前提下，按照

试验确定的最优参数实施批量化辐照灭菌，

彻底打通了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抵达一线的

‘最后一公里’。”中核集团北京原子高科金辉

辐射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辐射）

总经理康四清 12 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粗略

计算，该生产线一天可完成大约 10 万件一次

性医用防护服的灭菌任务。

此前，传统环氧乙烷灭菌方式周期长达

7—14天，被认为是影响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增

量抵达一线的“最后一公里”。

12 日，总共用时不到 6 个小时，上万件一

次性医用防护服就在金辉辐射完成辐照灭菌

及装卸。

这是首批批量送至金辉辐射进行辐照灭

菌的一次性医用防护服，也是 7 日《关于疫情

期间执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

规范（临时）>的通知》（以下简称《应急规范》）

发布以来，首次完成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的大

批量辐照灭菌。

打通“最后一公里”

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列出的物资

短缺名单中，一次性医用防护服一直处于“严

重短缺”的状态。

2 月 10 日，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董事长

庄小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中国

的产能是足够大的，目前的问题在于产量出

不来……现在能进入到红区的防护服越来越

少，因为用的是库存防护服，最近生产的增量

还一直未能抵达一线。”

但 2月 8日的消息显示，医用防护服日产

量超过 4 万套。预计随着国内大批企业继续

复产，以及相关企业转产，这一数字还将继续

攀升。

据悉，仅中核集团目前就有 9 座辐照装

置，分布在北京、苏州、张家港、泰州、长春、成

都、大连、海口。

“中核集团旗下的苏州华辐日防护服辐照

能力 10万套，张家港日防护服辐照能力 1.5万

套。”在康四清看来，列入防护服辐照企业名录

的这些企业产能完全能满足此次疫情需要。

要快，也要安全

解决了急需问题，人们同样关注，紧急时

刻匆忙上马的医用防护服辐照灭菌是否安

全、可靠。

参与《应急规范》草拟的辐射灭菌专家、

中国同辐辐射事业部总经理尹玉吉告诉记

者，辐照灭菌主要是将钴-60 和电子束等作

为辐照源，利用γ射线和电子束及 X 射线等

与物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理效应、化学效

应和生物效应，对被加工物品进行杀菌、消

毒，最终将产品安全地投放到市场。

“由γ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电

子束照射可作用于微生物细菌或病原体，达

到一定的剂量就可以全部将它们杀死，实现

消毒灭菌的目的。”尹玉吉打了个形象的比

方，辐照过程就像是在太阳下晒被子，通过紫

外线杀菌消毒。

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是辐照技术最重要的

应用领域之一，尤其是医疗用品的消毒灭

菌。目前欧美超过 40%的医疗用品采用辐照

灭菌，看中的就是其安全、环保、高效、可靠等

方面的优势。

比如，辐照过程简单，灭菌速度快，灭完

菌后的产品开箱即可使用，简洁高效。同时，

辐照灭菌是一个物理过程，整个过程中没有

废水、废物和化学物质排放，产品不会产生化

学残留，洁净环保，无污染。此外，辐照灭菌

产品是在不破坏包装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

方式不会产生二次微生物污染。

但在我国，医疗用品采用辐照技术消毒

灭菌的比例仅为 10%左右。尹玉吉分析，原

因之一是传统的环氧乙烷灭菌方式成本相对

低廉。

2 月 2 日开始，金辉辐射开始开展防护服

的辐照试验工作。

尹玉吉说，虽然有其他医疗用品辐照经

验，但对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辐照灭菌还是新

课题。比如，传统的环氧乙烷灭菌方式对防

护服的材料性能要求不高，但辐照灭菌对材

料的耐辐照性能有一定要求。“我们对送来的

样品选择不同剂量进行辐照，然后让厂家拿

回送检，对防护服性能如抗渗水性、抗合成血

液穿透性、断裂强力、过滤效率和微生物指标

等进行检测，确定最优辐照剂量，确保产品安

全及防护作用。”

中国同辐总工程师杜进认为，随着产业

升级，辐照灭菌将在医疗用品灭菌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科技日报北京2月12日电）

辐照灭菌 打通医用防护服抵达一线“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陈 瑜

截止到 2 月 11 日 24 时，由深圳大学、深圳

市第三人民医院及深圳市天深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共同研发的单人份 2019 新型冠状病毒

IgM 和 IgG 抗体化学发光检测试剂盒进行了

90 例样本检测。现有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核

酸检测多采用上呼吸道样本（咽拭子为主），采

集过程对于医护人员暴露风险极大，而新检测

试剂盒是通过血液样本检测，感染风险降低，

且 22 分钟即可得到检验结果，受到抗疫前线

和社会关注。

新检测试剂盒采取怎样的科学原理？效

果怎样？何时能应用到前线？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了研发者之一、天深医疗总经理姚天成。

姚天成介绍，IgM 指的是血清中免疫球蛋

白 M，IgG 是指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G。IgM 是

人体中抗原刺激后出现最早的抗体，所以其浓

度的检测可以作为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指

标。IgG 是初次免疫应答最早产生的抗体，血

清中 IgG 升高，提示新近发生感染，可用于新

型冠状病毒急性期感染的早期诊断。捕获血

液样本中的 IgM 或者 IgG，就可以判断是否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抗体。

姚天成说，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使用高科技材料纳米磁珠标记病毒的重组蛋

白，用于捕获血液样本中的病毒抗体 IgM 或者

IgG，再使用二抗来识别抗体。二抗上面偶联

了碱性磷酸酶，加入底物后会产生光信号，化

学发光仪器通过高灵敏度的 PMT（光电倍增

管）来捕获光子，从而实现高灵敏度检测，可以

达到 pg（皮克）级别。这比胶体金等用肉眼观

察的检测方法的灵敏度高 100—1000倍。

姚天成介绍，在深圳第三医院检测了90例

临床样本（其中包含 58例核酸阳性样本），IgM

临床符合率大于90%，IgG临床符合率大于95%。

相 关 试 剂 盒 正 在 申 请 绿 色 通 道 ，申 报

NMPA证书。

姚天成介绍，检测试剂盒仪器小，可以用

于急诊、门诊、ICU 等医院临床科室检测。操

作简单，实验人员 15 分钟内可学会操作。重

要的是，血清一般不含有冠状病毒或者含毒量

低，大大降低医护人员职业暴露风险。

关于何时能用于抗疫前线实际病例检测，

姚天成表示，目前已经开始捐赠试剂盒给一线

医院进行临床验证，同时正在深圳三院进行临

床试验并申报了国家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盒绿

色通道，预计 2月 12日 24时前可完成约 200例

样本检测，然后将临床结果上报给主管单位，

等待主管单位对产品的审核。

（科技日报深圳2月12日电）

血样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如何22分钟完成又避免感染

本报记者 刘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