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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被阻断了？还会反弹吗？
如何过好疫后新生活？
——专家解析当前湖北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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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吗？约！
“无预约不旅游”
渐成消费新习惯

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应急
响应级别由二级调降至三级已
过半月，全省连续 40 多天无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也只是零星散
发；
同时全球确诊病例日新增达
10 万例以上，累计已超 1000 万
例。湖北的疫情传播被阻断了
吗？疫情在湖北还会反弹吗？
常态化防控下，企业和公众应该
如何开展生产生活？就这些热
点问题，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本土疫情传播已被阻断，但不等于疫情结束
湖北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三级以
来，湖北省、武汉市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正在加速恢复。记者近日在武汉
市交通场站、商超景点、居民小区、企
业走访发现，
小区被封闭的出入口打
开了，进出小区不测温了，外出就餐
购物的人明显多了，地铁、公交上的
客流回升了，
企业也纷纷复工复产。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湖
北全省高速公路入、出口收费站通
行车辆 600 多万辆，比去年端午略有
增长；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
司端午假期运输 4 天客流约 112.2 万
人次，比“五一”假期运输前四天增
长了 77%。全省共接待游客 678.5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6.9 亿元；与
“五一”小长假前 3 天相比，游客接待
量 增 长 12.65% ，旅 游 收 入 增 长
102.5%。湖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4
月至 5 月，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环比分别增长 41.6%和 18.1%，出
口、进口连续两个月同比正增长，商
务经济复苏迹象明显。
快速恢复的“烟火气”，源于人
们对湖北省、武汉市当前疫情防控

养出
“活病毒”
；
对他们使用过的牙刷、
口杯、
口罩、
毛巾等个人用品采集擦拭
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174 名密切
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不要过度炒作无症状感染者，
只要对无症状感染者加强管理，
加强
监测，
就不必恐慌。
”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联络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
长童朝晖说，
“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
是传染病的规律，麻疹、流感、SARS

的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
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冯子健说，5 月中下旬，武汉完成近
990 万人集中核酸检测，无症状感染
者检出率仅 0.303/万，没有发现无症
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6 月以
来，武汉市没有发现一例无症状感
染者；6 月 15 日，武汉市无症状感染
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全部清零。
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出现聚集
性疫情后，湖北省武汉市迅速组织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环境样本进行
抽检。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6 月 13
日至 28 日，武汉市、区疾控中心已抽
检超市 414 家、农贸市场 763 家、水
产品进出口贸易公司 5 家、医院两
家、污 水 处 理 厂 11 家、特 殊 场 所 1
个、公共厕所 121 个，共采集和检测
环境样本 40383 份，结果全为阴性。
冯子健认为，经过艰苦努力，付
出巨大牺牲，当前湖北武汉地区的
病毒传播已基本阻断，但绝不意味
着疫情结束，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压力依然较大。

常态化防控不松劲，适应
“撑雨伞”
消除
“恐鄂症”
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三级以来，
地、
行业部门、
单位、
个人和家庭应当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的督
承担的具体责任、工作任务、履职要
促指导下，湖北省、武汉市努力落实
求，形成责任清单，强化督导督查和
常态化防控各项工作，推动消除外
过程监督。要认认真真做到
“五有三
省市的“恐鄂症”，实现湖北武汉心
严”
：
各个社会单元要有防护指南、
防
理上
“解封”。
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防护物资设
据冯子健介绍，武汉市集中核
备、医护力量支持、留观室和转运安
酸检测排查虽未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排，医疗卫生部门要严管发热门诊、
传染他人的情况，仍规范管理无症
严肃流行病学调查、
严格院感防控。
状感染者，严格实行发现、报告、隔
“只要国外的疫情没结束，还可
离、处置全流程闭环管理。
能会出现病例，防控措施可能长期
“我们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
处在一张一弛的状态。比如现在是
到隔离点、定点医院去巡查这些新
安全的，就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后面
增的无症状感染者。”国务院联防联
如果又有反复，也要适应防控措施
控机制联络组专家、北京地坛医院
收紧。”
冯子健说。
感染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说。联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负
组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研究建立
责人说：
“ 疫后的新常态是‘在雨天
了无症状感染者复核制度，对每日
下’工作和生活，一手‘撑雨伞’一手
新发的无症状感染者都要完善“1+
干活，如果防控措施落实不了，就很
3”检查——即在核酸检测基础上，
可能出现反复，这把‘伞’就出了窟
根据诊断需要进行抗体、血常规和
窿，雨就会淋一身。
”
CT 检查，并建立日报告制度，进行
专家认为，在湖北、武汉早已成
精细化分类管理。
为低风险区域的情况下，各地继续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 “特殊”对待湖北、武汉完全没有必
风”。专家认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要，全国人民应该尽快对湖北、武汉
下，关键要落实“四方责任”，明确属
从心理上
“解封”
。

湖北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小，
疫情反弹最大的威胁是自满
6 月以来，湖北鄂州、荆州出现
了零星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他省市
也发现了少量湖北输出的无症状感
染者。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魏晟认为，只要不停止检测，无
症状感染者可能还会发现，但湖北
现阶段的无症状感染者大多是既往
感染者，
传染性较小。
冯子健说，湖北武汉无症状感

等都有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但
并未引起社会上的大传播。
”
然而，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快
速传播，防境外输入的压力越来越
大。国内部分地区连续出现聚集性
疫情，
疫情反复的警钟仍不时敲响。
“一些国家正在出现积极的迹
象，在这些国家，现在最大的威胁是
自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近日说。

染者持续走低，没有在传播中起放
大作用；外地出现的从湖北输出的
无症状感染者，在原发地和目的地
都没有导致再传播，说明他们的传
染性是非常有限的。
武汉市对集中核酸检测排查发
现的 300 名无症状感染者，提取痰液
和咽拭子样本，
经中科院武汉病毒所
病毒分离培养，300 人份样本均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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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优化升级、割接公告事宜
尊敬的电信客户：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络性能，我公司将进行网络
优化升级及割接，期间可能会影响您的业务使用与
体验，具体影响时间及范围如下：7 月 2 日 00 :0006:00 及 7 月 3 日 00 :00-06:00 良渚，7 月 4 日 00 :0006:00 五常一带部分电信用户。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客户经理或拔打
客服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区分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告

示

建设单位为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建设
项目为新城广场路，用地批准书编号为余政地字 A
（2007）第 040 号，由于代理公司移交失误导致此证遗
失。现登报公示，
此证作废。

办公楼整体层招租

临平新城（核心商务位，距 1 号线地铁口仅 30 米
——金鑫大厦），整体层精装修 1100㎡办公楼出租。
价格面议、联系电话：
18969011133（谢先生）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街道办事处土地批
复号在地图中查看为：
（B2007）余政地字第 136 号（坐
落:良渚街道运河村）,因保留不慎遗失，现因实施良渚
新城南庄兜、行宫塘农民高层公寓及配套道路项目
（农民高层公寓）一号地块、
（幼儿园）四号地块项目，
收回其中的 19 平方米土地，
现登报公告。

杭州矗鑫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遗失启事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
资本从 1580 万元减至 103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2020 年 6 月 30 日

杭州绿岛智能电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铂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
声明作废。
杭州安睿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非税收入通用票
据，代码：
11201,号码：
1700741115，
声明作废。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 ，
入园时游客需出示预约信
全国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息，园内热门游乐项目也实
4880.9 万人次。
“ 无预约不旅
施“虚拟排队”——游客在游
游”
渐成人们消费新习惯。
乐设施附近的排队设施前
相较于“五一”假期时的 “刷脸”领取虚拟排队票并关
“尝鲜”，上海市民王茜如今
注相关公众号，随后便可前
对“预约旅游”已驾轻就熟，
往其他区域游玩避免聚集，
通过文旅场馆的微信公众
再根据系统提示的排队进度
号、官方网站或者其合作的
返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在线旅游平台，可预订门票
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正以
并预约参观游览时间。她还 “预约旅游”为契机，加快推
能在“上海发布”
“ 乐游上海” 进智慧监管。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查询文旅
与此同时 ，山东省也已
场馆实时客流情况。
运行 A 级旅游景区门票预约
“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
平台，实现各大景区的资源
因素，假期和周末主要选择
整合和预约服务；贵州省推
市内游和近郊游，交通相对
出“一码游贵州”全域旅游智
便捷。因此，及时了解景区
慧平台，方便游客预约；河北
预约预订信息以及实时客流
省 431 家 A 级旅游景区，已全
对做好行程计划很有帮助。” 部 实 现 通 过 省 平 台 线 上 预
王茜说，往年景区“爆棚”时，
约。
停车也是难题，今年旅游旺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季时朱家角古镇等景区外还
斌分析，
“ 预约旅游”是防疫
有工作人员协助游客凭预约
复工“两手抓”的有效举措，
码停车，
更省心了。
更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驴妈妈旅游网董事长王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
小松介绍，该平台有八成游
端午假期 ，在倡导预约
客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游
的同时，各地严守景区接待
客们提前预订预约，既有助
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于保护自身健康和安全，也
30%这条底线。各地文旅行
有助于增加对旅游目的地文
政部门加强对景区的安全风
旅资源的了解，让旅游体验
险评估和监测。各地按照
更丰富。”
“能接尽接”原则，将重点旅
中国旅游研究院 28 日发
游景区视频监控信号接入文
布的调研数据显示，端午节
化和旅游部综合监测与应急
期间，全国有 81.7%的受访游
指挥平台，共巡查 5A 级旅游
客体验了预约，较“五一”假
景区 1100 余家次，检查旅游
期 提 高 4.3 个 百 分 点 ，其 中
团队 3046 个，巡查全国各级
71.4%的游客认为预约体验
景区 1.5 万余家次。
很好。部分未能预约到门票
上海欢乐谷、上海海昌
的游客表示虽有遗憾，但对
海洋公园等景区负责人告诉
预约出行表示理解与支持。
记者，随着我国文化旅游市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
场逐步有序复苏，各地将迎
民认为，培育国民养成计划
来更大客流，智慧化服务有
和预约的良好习惯，也是旅
望发挥更大作用。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戴斌建议 ，还应鼓励文
要方面，特别在疫情防控常
旅市场主体进一步探索“科
态化阶段，可以促进健康安
学分时”，根据不同季节、不
全与提质增效目标的实现。
同时段的客流规律制定分时
沪上国家 A 级景区以端
方案，优化文旅资源供给配
午假期为契机探索景区预约
置；同时，也要考虑“触网”程
常态化。上海科技馆以及上
度相对低的中高年龄游客等
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
群体的需求，优化现场售票
分馆）自端午假期开始实施
和网上预订预约配比，让更
全员实名制分时段预约参
多老百姓享受安全、便捷的
观，检票时间分为上午、下午
旅游休闲体验。
两段。在上海欢乐谷，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