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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来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卫生治理挑战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报
告了中国湖北武汉、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病例，目前被命名为 2019-nCoV。
不断上升的病例和
死亡构成了重大公共卫生和治理挑战。
中国对湖北推
行前所未有的防疫线 (cordon sanitaire（防止任何人
)
离开防护区段）
，也引发对其实施和有效性的很大争
议。
病例现已至少扩散至 4 个大洲。
截至 1 月 28 日，
已有超过 4500 例确诊病例（中国 98%）和超过 10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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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在这一观点中，我们将描述 2019-nCoV 的当
前状态、评估应对措施，并提供策略建议，以便控制疫
情爆发。

当前状态

中国在 1 月 7 日迅速分离出新的冠状病毒，并在 3 天
后与国际社会共享病毒基因组数据。
自那时起，中国
报告的病例数量和死亡数量越来越多，部分归因于更
广泛的诊断检测，也因为对疫情爆发的认识增强。
卫
生官员已经确定了沿着 4 个“代次”连锁传播的证据
（一个最初从非人源感染的人感染另外一个人，他们
感染另一个人，然后感染另一个人）
，提示人际传播的
持续性。
当前估计 2019-nCoV 的潜伏期为 2-14 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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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症状传播。
多个国家已确诊旅行相关病例，包括澳大利亚、
柬埔寨、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尼泊尔、新加坡、韩
国、台湾、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越南。
越南
在中国境外发现首例人际传播。
然而，如何准确描述
风险，包括人畜共患源确认、传播效率、精确临床症状
以及疾病严重程度和病例死亡的范围，都存在基本知
识的差距。

中国控制措施

中国农历新年是全球最大的年度大众化旅行事件，使
2019-nCoV 扩散风险大增。
作为回应，中国在 16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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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严格限制跨湖北省的流动，影响超过 5000 万人。
当局已关闭公共交通并取消出境交通（空运、火车和
长途巴士）。
车辆交通在武汉已被禁止。
中国还禁止海
外团体游，并暂停销售航班和酒店渡假计划。
当局取
消了北京的农历新年聚会，以及进入首都的跨省公共
汽车服务。
中国财政部宣布 10 亿元人民币（14500 万
美元）资助应对措施并在武汉快速建设两家医院，以
治疗那些感染者。
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布其最高级别的紧急情况，减
缩公共活动，并禁止来自湖北省的旅行者。
来自中国
大陆的旅行者必须完成健康申报表。
香港还关闭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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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大学至少至 2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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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尼日利亚）已开始体温筛
查、症状筛查和/或对来自中国旅客的调查问卷。
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在 20 个主要机场对来自武
汉的旅行者推行并增强了无创筛查，而美国国务院已
经颁布了其最高级别湖北省旅行建议：4 级，
“不要前
往”。
国务院现在建议人们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整个中
国大陆的旅行。

非药物干预

中国规模巨大的跨湖北省防疫线是前所未有的。
卫生
当局在 1918-1919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隔离了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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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疫情传播的持续影响很小。
西非（2013-2016 年）
埃博拉疫情刺激了隔离，比如利里亚政府对蒙罗维亚
西点 60,000 至 120,000 人的防疫线，不成功且饱受诟
病。
这个禁令导致暴力和公众不信任，使埃博拉传播
的风险大增。
赢得公众信任对于任何公共卫生战略都至关重
要。
卫生系统应促进并鼓励个人及时寻求测试和治
疗，并配合隔离和接触调查等防护措施。
武汉官员称，
在中国实施防疫线时，已有多达 500 万人从武汉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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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农历新年旅行。
虽然社交距离措施可以延缓病
毒传播，但是湖北的不自主运动限制很可能会削弱社
区信任，并破坏与卫生当局的合作。
在防疫线内，物流
问题明显，已经导致医药产品和医疗设备短缺。
由于
医院和诊所拥挤和公共交通有限，有症状的个人可能
延迟接受治疗。
也有可能的是，在拥挤的城市中，人群
聚集仍然可能会导致感染。
除公共卫生影响外，强制执行防疫线可能违反人
权，包括尊严、隐私和活动自由的权利。
国际卫生法规
(IHR) 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同时也
要求尊重旅行者的人权。
各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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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
尽管边境筛查过去用
于检测疾病爆发病例，效果可疑，但美国官员实施的
增强无创筛查似乎符合 IHR 要求，前提是它是以尊重
7
他们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方式进行的。

WHO 的角色

IHR 授予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事权力，就通过国
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的异常事件，可
以宣布国际关注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并要
求国际协调应对。
很明显，2019-nCoV 疫情爆发完全
符合 PHEIC 的这些合理标准。
总干事宣布，1 月 30 日，
紧急委员会将重新召开会议，考虑冠状病毒爆发是否
构成全球健康紧急情况。
2019-nCoV 疫情升级会对人
类健康、国际扩散和对国际交通造成严重风险。
WHO 曾宣布 5 起 PHEIC：H1N1 (2009)、脊髓灰质
炎 (2014)、西非埃博拉 (2014)、寨卡 (2016) 和刚果民
全球政府控制措施
IHR 并未授予 WHO 在 PHEIC
随着 2019-nCoV 旅行相关病例上升，各国已实施边境 主共和国 (2019) 埃博拉。
发生时的特殊权力或融资，提示必须改革条例来推
筛查。
中国自己已经严厉缩减来往湖北省的旅行。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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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紧急声明。
但是，宣布 PHEIC 是国际社会的强大信
此，各国政府尚未认为需要禁止从中国旅行，其中 2
号，可以激发公共卫生响应，激励政治行动并动员资
个例外：朝鲜已禁止所有中国旅行者进入，吉尔吉斯
在宣布 PHEIC 时，总干事可以发出有影响力但无
斯坦已经关闭其与中国的边界。
之前爆发 SARS（重度 金。
法律约束力的建议。
宣布卫生紧急情况是 WHO 领导
急性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病毒，各国政府都缩减旅
力的重要机会，可设定规范、制定全球战略，并恪守由
游和贸易，因此未来的指令似乎可以合理预见。
多个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泰国、韩国、日本、印度、 196 个会员国向 IHR 阐述的原则。
（重印）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2020 年 1 月 30 日在线发布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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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2019-nCoV

2019-nCoV 疫情爆发目前尚未得到控制，在中国和全球的传播风
险较高。
管理疫情爆发需要使用最终战胜 SARS 的传统公共卫生
战略，需要国际合作。
科学界必须充分表征 2019-nCoV；
流行病学
家必须进行密集的接触调查；
研究人员应迅速朝着制定医疗措施
迈进；
供应链必须动员以满足人类对食物、水和药物的需求。
虽然中国拥有相当大的资源和技术能力，但 2019-nCoV 的控
制需要协调国际回应。
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运行领导力，紧急召集
多学科委员会，制定新型疫情爆发的全球性行动计划，包括监督、
接触调查、测试和治疗；培养公众信任和合作；透明分享科学信
息；
激励学术界和行业开发疫苗和抗病毒药物。
预测 2019-nCov 将如何广泛传播和致病还为时尚早。
最好现
在行动果断，而不是等着看看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如何爆发。
首先，
全球卫生威胁再次教训我们，最好是在预防、快速识别并就地遏
制疫情爆发准备方面是的投入准备。
在新型感染已广泛扩散后再
作出反应（旅游禁令和隔离也许是过度反应）
，代价就是生命、经
济资源以及当前隔离于传染区内的数百万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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