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口冷链食品为何屡次成为疫情风险点？
文/新华社记者 栗雅婷 张宇琪 张旭东 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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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是联合国

糖尿病日。我国1亿多糖尿

病人再度引发关注。

那么，糖尿病的发病

现状如何？致病因素有哪

些？如何进行有效防治？记

者走进多家医院的内分泌

科门诊，走访知名中西医

内分泌科专家，探究糖尿

病高发背后的原因。

“糖人”队伍不断扩

大、年轻化

11月10日，早上8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中

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的诊

室门口坐满了候诊的人

群，其中绝大部分是糖尿

病患者。记者发现，在这个

一向被认为“多发于中老

年人”的疾病患者中，不乏

年轻人的面孔。

“糖尿病在中医里被称

为消渴病，消瘦、口渴、多尿

等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一

般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并持

续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些

典型症状。”仝小林说。

仝小林介绍，近年来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逐年攀

升。国际糖尿病联盟(IDF)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 20 岁

至 79 岁人群中，糖尿病的

患病人数从2013年的9840

万增长到 2019 年的 1 亿

多，一直位居世界首位。

与此同时，糖尿病流

行年轻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副院长、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翁建平说，40 岁以

下人群的糖尿病患者增长

速度快，患病率高达5.9%。

与老年糖尿病患者相比，中

青年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

病的病因和病理机制有较

大不同，治疗更为棘手且疗

效相对不如老年人理想。

“糖尿病是全球发病

率最高、增长最快的疾病

之一。我国以前是糖尿病

发病率较低的国家，如今

已成为糖尿病的第一大

国，而糖尿病前期人群这

一‘后备军’数量也很庞

大。”说到糖尿病的流行趋

势，翁建平深感忧虑。

“糖尿病控制不好会

带来肾脏病变、视网膜病

变等并发症。临床发现，在

糖尿病发病率上升之后，

并发症的高峰正在到来。”

仝小林说。

除了遗传，不良生活

方式是重要致病诱因

与先天因素导致的 1

型糖尿病不同，2型糖尿病

的发病大多与不良生活方

式有关。“糖尿病在一些国

家被归为‘生活方式病’。”

仝小林说。

“现代社会节奏紧张，

年轻人经常饮食不规律，

喜欢煎炸、烧烤、辛辣等

‘重口味’的食品，经常饮

用含大量添加糖的饮品。

日常通勤以开车、公共交

通为主，体力活动减少，平

时也没有锻炼习惯。这些

‘多吃少动’的生活习惯，

就容易导致肥胖、胰岛素

抵抗、糖代谢紊乱直至2型

糖尿病。”翁建平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

生活和职业压力更大，睡

眠时间及睡眠质量下降，

机体长期处于应激环境。”

仝小林说，压力增大、情绪

波动、长期焦虑等都是诱

发糖尿病的重要因素。

“从门诊观察来看，前

些年，2型糖尿病患者多是

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年轻人多患的是与生活方

式基本无关的1型糖尿病。

而如今，很多2型糖尿病患

者确诊时年纪较轻，他们

往往都有肥胖、饮食不健

康、运动量少等特征。”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

主任医师罗樱樱说，这是

她和很多临床医生的普遍

感受。

预防是关键，早发现、

早治疗很重要

数据显示，2019年，我

国在糖尿病方面的卫生支

出超过 1000 亿美元，给社

会、家庭带来了巨大负担。

“应建立完善的糖尿

病教育和管理体系，对公众

可通过手机或互联网普及

糖尿病健康教育相关资

讯。”仝小林说，对于糖尿病

患者，一旦确诊就应接受全

面的糖尿病健康教育，掌握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相关知

识和自我管理技能。

“健康的生活习惯不

仅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同

样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

病等多种疾病的风险。”翁

建平建议，40岁以上久坐、

超重肥胖、有妊娠糖尿病

史、有糖尿病家族史等情

况的人，属于糖尿病的高

危人群，应尽早到医院进

行糖尿病筛查。

翁建平说，针对糖尿

病前期患者，国内外多项

糖尿病前期人群的干预研

究结果均提示，积极的生

活方式干预能预防或延缓

糖尿病的发生。

仝小林表示，很多糖

尿病患者对这个疾病认识

不足或者存在误区，给糖

尿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带来一定挑战。

“早发现、早治疗才能

最大程度控制血糖，延缓并

发症的出现。”罗樱樱说，为

了更健康的未来，糖尿病的

防治要“关口”前移，高危人

群尤其要定期检测血糖。

“尽管糖尿病很难根治，但

很多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在

确诊糖尿病数十年后依然

没有任何并发症。”

一亿多“糖人”的烦恼……
文/新华社记者 孔祥鑫 林苗苗 马晓冬

11 月 7 日至 11 日，天

津接连查出冷链从业者感

染新冠肺炎，冷链食品外

包装也被检出新冠病毒。

此前，大连、青岛等地的局

部疫情也均与进口冷链食

品有关。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9 日向

全国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

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

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

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

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海

关、交通、卫生、市场监管等

各部门各司其职。

多地进口冷链食品外

包装检出新冠病毒

7日，天津接到山东省

德州市通报，经天津入境

的德国进口猪前肘外包装

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

阳性。同一天，天津又接到

山西省太原市通报，当地

某企业经天津入境的印度

进口冻带鱼外包装标本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7日18时至8日8时，

天津市新增本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例，系天津海联

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装

卸工人；

10 日，天津又增 1 名

无症状感染者，系天津滨

海新区东疆港一名冷链从

业人员；

11 日，天津 1 名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确诊，

系海联冷库关联人员；同

日，天津市一水产批发店

的 1 份大比目鱼外包装涂

抹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呈阳

性。

短短几天时间，天津

出现的病例均与冷链相

关。事实上，今年6月以来，

全国多地局部疫情源头也

都指向冷链，进口三文鱼、

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等

冷链产品也屡次被检出携

带新冠病毒。

9月下旬，青岛港曾装

卸过冷冻海鲜的 2 名工人

感染新冠病毒。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在对青岛新

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程

中，从青岛港工人搬运的

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

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

毒。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

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

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新

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

导致感染。

冷链为何潜藏风险

大？

记者调查发现，冷链

屡次成为疫情风险点有多

种原因。

首先，新冠肺炎病毒

耐低温的特性使其在冷链

食品表面更易存活。天津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天

津市疾控中心主任顾清介

绍，此前研究证实新冠病

毒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条

件下仍可存活，冷库环境

温度较低，适合病毒长期

存活。

其次，各地在进行进

口冷链疫情防控工作时，虽

然会结合全球疫情最新形

势全面收集信息，科学确定

抽检商品种类和批次，但进

口冷链食品数量多，抽检难

以发现所有病毒。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

现，受封存场地、检测能

力、消毒设施、人员配备等

因素限制，难以做到对所

有批次取样检测。

此次涉事的天津海联

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冷

库面积 7500 平方米左右，

最大仓储量约 1200 吨。公

司总经理张彦起表示，公

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

求进行防疫，但此前没有

强制规定冷库企业对货品

全面消杀。

首农（天津）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进出

口商品的仓储、分拨和配

货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郝

学志介绍，在此次天津疫

情发生之前，公司就要求

凡是进入库区的人员都必

须提供 7 日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还会对所有出库

货物外包装进行消杀，防

止病毒传播。

郝学志也坦言：“每一

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疫情传

播，我们无法判断病毒潜

藏在外包装、内包装还是

食品本身，全部检测的背

后是巨大的人力成本与时

间成本。”

此外，装卸环节成为

防疫的难点之一。记者在北

方某港口看到，进口的冷冻

集装箱货物进入冷库时，各

类冻品需要装卸工人一件

件手工掏箱，然后再用叉车

转移至冷库中储存。

记者在华东某港口采

访了解到，许多地区装卸

冷冻海产品的工艺落后，

由于冷冻海产品多是件杂

货，必须由港口装卸工人

下到船舱，将货物一件件

搬抬到网兜，再由吊机吊

下船。

冷链防疫还需协同作

战、人物共防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

《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

面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

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

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

全面消毒处理，可以从源

头上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

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

风险。

国内冻品和水产进口

供应链服务平台优合集团

天津分公司总经理王丽表

示，进口冻品的消毒处理工

作应避免降低口岸通关效

率，造成货物积压滞港。她

认为，进口冻品在进入冷

库、未流通至市场之前是进

行货物消杀的较好时机，而

且各流程应避免重复消毒。

同时应注意保护货品外包

装，避免二次污染。

一些码头管理人员和

工人建议，相关部门应组

织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对

冷链食品装卸装备进行升

级换代，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接触风险。同时推广使

用紫外线灯，对冻品进行

不拆包装照射，最大限度

地用现代科技提升疫情防

控水平。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何鹏表示，针对

冷链食品导致的疫情传

播，必须始终坚持人物共

防策略，如果源头管控工

作存在疏漏，就会增加疫

情局部传播的风险，增大

防控成本。

何鹏建议，冷链相关

从业人员要增强个人防护

意识，避免皮肤直接接触

可能被污染的冷链食品。

装卸工人在装卸来自有疫

情发生地区的进口冷链食

品时，务必全程规范戴好

口罩，避免货物紧贴面部、

手触摸口鼻。穿戴多个防

护用品时，务必确保防护

口罩最后摘除。

顾清建议，消费者不

要采购没有明确来源信息

的冷链食品。选购冷链食

品时，应正确佩戴口罩，避

免徒手接触食品表面；购

物后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

清洗双手，洗手前，双手不

碰触口、鼻、眼等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