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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症状感染者属于确诊病例吗？
听专家解读其传染性

3月20日下午，武汉市韩家墩街综
合社区发布的一则关于“昨晚丽水康城
小区又有新增病例”的“重要通知”引发
了舆论热议。

据了解，韩家墩街综合社区丽水康
城小区居民张某某，体温正常，无发热咳
嗽等症状，其在3月19日的第二次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被收治入院。根据《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以
下简称“第六版方案”）中的内容，张某某
系无症状感染者，并不属于确诊病例。

围绕无症状感染者到底算不算确
诊病例，是否具有感染性的话题，引发
了公众的高度关注。那么，对于无症状
感染者，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呢？武汉市
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呼吸内科主任郭红
荣、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党支部书记雷怀定两位专家就
此进行了解读。

无症状感染者属于确诊病例吗？
据第六版方案介绍，无症状感染者为，无临床症

状，呼吸道等标本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或血清 lgM抗
体检测阳性者。无症状感染者如出现临床表现，及时
订正为确诊病例。

对于公众关心无症状感染者是否为确诊病例，郭
红荣表示：“无临床表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属于不确诊
病例。”其实，早在2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曾益新就曾表示，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发布的相关规
定，仅对外公布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不在报告的范围内，不需要对外进行公布。

曾益新同时补充道，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在集中隔
离期间出现了症状，这时候可将其作为确诊病例报
告，并对外公布。

什么才算“出现了症状”呢？第六版方案中对此
也做出了说明：临床症状表现为存在发热或呼吸道症
状;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
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七版）》（以下简称“第七版方案”）指
出，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郭红荣对此回应记者：“无症状感染
者具备传染性，病毒传播途径与确诊病

例一样，公众需勤洗手，做好自我防护。”
雷怀定也表示：“无症状者仍然存

在传染性。这一特点和 2003 年的非典
病人有区别，非典患者是在有症状后才
有传染性。”

无症状感染者是否具有传染性？

2 月 14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
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
了发现无症状感染者的四个主要来源：

一是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在医学观察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人；

二是在聚集性疫情的调查中，在开
展一些主动检测的过程中，可能发现无
症状感染者；

三是在新冠肺炎病例的传染源追
踪过程中，对暴露人群进行主动检测时

可能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四是对有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

地区的旅行史和居住史的人员主动检
测时，可能会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郭红荣强调：“无症状感染者主
要在有接触史的范围中。虽然无症
状感染者无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有部
分感染者会存在轻微乏力等非典型
的症状，可遵医嘱吃一些抗病毒药
物。”

四个来源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在第六
版方案中指出，无症状感染者应当集中
隔离14天，原则上两次连续标本核酸检
测阴性者(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可
解除隔离。

雷怀定表示：“无症状感染者不宜
被发现，除非进行个人流行病学及筛查
才可能被发现。对无症状者仍然需要
隔离干预治疗，直到核酸转阴后再隔离
14天。”

无症状感染者仍需隔离干预治疗

无症状感染者的确诊方式是通过
核酸检测或基因测序。对个人而言，如
何判断自己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者？郭
红荣表示：“如果有新冠肺炎密切接触
史，或者有在疫区生活史，就应该主动
去就诊或者上报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士
进一步判断是否为无症状感染者。如
果出现轻度乏力，或者偶有低热、胃肠
道不适症状则要当心，更需要到医疗机
构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以了解有无

感染新冠病毒。”
“如果无疫区旅行史，而且没有家

庭聚集性发病，没有与确诊或疑似病例
接触史，不需要过度担心。”郭红荣称。

雷怀定也指出：“‘无症状感染者’
因为无症状，自己难以判断，要依靠筛
查才能确定。如果自己有明确的接触
确诊或者疑似患者，需主动去检测核酸
确认自己是否是无症状感染者。”

（据人民网）

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者”？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有机硅年产
3000吨MQ树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我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范性要求，现
将本项目公众参与事项公布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下方链接网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Ol3deXILkzqpWBQ10Y-lw 提 取 码 ：
rb96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在本公示十个工作日内，通过
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与项目建设单位进行联系，联
系方式如下：建设单位：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永修云山经济开发区星火工业园。
联系人：姜敏 电话：15279220921 邮箱：326015223@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项目附近可能造成环境影响范

围内的所有居民及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可登录网址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IjQ16L33Kuh⁃
zUpFcIK44Q提取码：yxs3）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
见表，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
法，请于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填写公众意见表以电子邮件
或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的方式反馈至建设单位。您在提
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根
据需要反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4日

近日，抖音平台出现“客服恒木家具”、“恒木家具客服”等账号，冒充我司客服工作人员，在我司抖音官
方蓝v账号的留言及直播间通过主动私信低价引诱网友加微信试图进行交易的情况。

我司对外严正声明，南昌恒木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5MA37UA915H）只有唯一一
个抖音账号(名称：恒木家具，抖音号：699587233)。 我司在抖音上不会开通其他任何的客服账号，和小号进
行服务和宣传推广。

望广大网友及南昌恒木家具有限公司的粉丝不要相信任何非恒木家具唯一官方账号的主动私信和留
言，如果上当受骗，产生的任何损失将与我司无关。

声明企业：南昌恒木家具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祝翔 2020年3月24日

星子罗宝山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5000头生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有关要
求，现向社会公众就本项目环评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项目名称：星子罗宝山畜牧养殖有限公
司年出栏5000头生猪项目

建设地点：共青城市苏家垱乡香山村对门罗家
项目概况：项目占地面积约 70 亩，建设内容包括栏舍、污

水处理设施、办公楼等建筑物。项目建成后可年存栏 2000头
成年猪，折合出栏成年猪5000头。

二、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星子罗宝山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共青城市苏家垱乡香山村对门罗家
联系人：潘总 电话：13813920207 邮箱：/
环评单位：江西曼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东四路23号龙式大厦
联系人：曹工电话：15350002210 邮箱：862611686@qq.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及公示期限：任何单位或个人如

对本项目建设、环评工作内容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
话、邮件、来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反映。

项目具体公示信息、全本环评报告及公众意见表的获取，
详见网络公示平台（网址：http://www.js-eia.cn/）。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有效。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为充分了解九江翔升造船有限公司船舶拆解和修理项
目周边社会各界对该工程建设的意见，更好做好本项目环境
保护工作，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信息公告。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名称：九江翔升造船有限公
司船舶拆解和修理项目；建设单位：九江翔升造船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彭泽县龙城镇狮子山背面沿江地段。中
心点地理坐标：北纬29°53′30.57''，东经116°31'58.52''。建
设内容：项目不新增构建筑物，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部分环
保工程依托现有项目。项目建成后可以达到每年拆解废船
50艘，修理船只50艘的生产能力。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
链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
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GwIwCHQGpTX-GZwDve7cwA 提取码：79ij

三、公众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
途径：本项目委托南昌淦森环保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特提请您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准
确的反映到环评报告书中去。

本公示10个工作日之内，如需要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或需索取补充信息的该项目公众，可与联系人
联系，具体联系方式见第七条。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

设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及企事业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书信、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向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具体联系
方式见第八条。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
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
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
途。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出您的宝贵意见或建议。

七、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九江翔升造船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九江市彭泽县龙城镇狮子山背面沿江地段
联系人：倪总 联系电话：13755298118
邮箱：rjm5310708@163.com（来函请注明“翔升船舶拆解

和修理项目”）
环评单位：南昌淦森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昌市高新区艾溪湖北路77号新城吾悦A座

写字楼1614-15
联系人：叶工 联系电话：0791-86117511
邮箱：147283883@qq.com（来函请注明“翔升船舶拆解和

修理项目”）
公告发布单位：九江翔升造船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4日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公告 编号：芦溪烟公【2020】第003号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第37号令）第五十条规定, 现依法对下列停业期届满后未申请恢复营业或

申请歇业的4户卷烟零售户予以公告，本公告期一个月，请以下卷烟零售户在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来江西省芦溪县烟草专卖
局（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武功大道南侧，电话：0799-7560086）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至，我局将依法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特此公告。
许可证号码 企业名称(字号) 经营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地址
360323115181 芦溪县武功山玲子食品店 张训良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万龙乡万龙山街农村信用社对面
360323115136 芦溪县华云盛达烟酒超市 彭检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万龙山乡茅店村新街
360323111153 爱华商店 易爱华 芦溪县芦溪镇美芦水郡小区1栋106号
360323115131 芦溪县芦溪镇小利杂货店 曾雪萍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阳谷陂村52号

江西省芦溪县烟草专卖局 2020年3月24日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公告编号：上栗烟公【2020】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第 37号

令）第五十条规定，现依法对下列停业期届满未申请恢复营业或
申请歇业的卷烟零售户予以公告，公告期一个月，请将下卷烟零
售户在本公告之日内起来上栗县烟草专卖局（地址：上栗县平安
北路67号）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至，我局将依法收回烟草专卖
许可证，特此公告。
许可证停业到期名单
许可证号 负责人(经营者)姓名 经营地址
360322110068 黄生林 上栗县桐木镇莲台村
360322112153 卜秀英 上栗县金山镇金山村
360322115162 崔慈萍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

金山镇金山村
江西省上栗县烟草专卖局 2020年3月24日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 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公告【2020】年第3号
因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理相关手续，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请以下48位持证户办

理停业或歇业申请。公告期一个月，期满后，本局将依法予以收回。我局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澄湖北大道969号，联系电话：0791-85761678。
许可证号码 企业名称（字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场所
360121111859 熊爱花食杂店 熊爱花 南昌县三江镇山下村
360121115177 腾辉果蔬超市 万梅 南昌县力高国际城8栋3单元103号
360121115772 家家乐超市 叶加定 南昌县幽兰镇渡头街
360121121303 南昌县小蓝云顶超市 王保华 南昌市南昌县定埠路55号尚南云顶住宅区1栋14室
360121113821 和家欢超市 张辉学 南昌县象湖新城奥林匹克花园6栋118号
360121115644 佳乐超市 樊国文 南昌县象湖新城诚信路金涛御景花园41栋106号
360121120900 南昌县东新华鑫商行 罗鑫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八月湖路悦湖佳苑38栋29号
360121121228 南昌县象湖九龍百货店 马永刚 南昌市南昌县象湖新城金涛御景花园8栋112室
360121120964 南昌县天乐超市 严美玲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莲西路737号
360121121809 南昌县小渔便利店 刘余良 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向阳路604、606号店面
360121111471 徐林花食杂店 徐林花 南昌县蒋巷镇山尾村
360121120316 刘元谷食杂店 刘元谷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蒋巷镇联圩村
360121114177 毛广祺食杂店 毛广祺 南昌县小兰工业园沥山村毛家菜场内
360121121996 南昌县象湖玲佳生鲜超市 尹印华 南昌市南昌县象湖金沙湾小区25栋商铺132号铺
360121115304 隆欣连锁超市 陶小凤 南昌县八一乡甫下村胡家产业园
360121100225 杨彩红 杨彩红 南昌县南新乡黄渡街
360121112393 徐九金食杂店 徐九金 南昌县南新乡中徐村
360121112441 刘献付食杂店 刘献付 南昌县蒋巷镇三洞村
360121100717 万长城 万长城 南昌县南新乡大港村双坑组
360121102580 龚国平食杂店 龚国平 南昌县蒋巷镇滁北龚家
360121112389 徐招亮食杂店 徐招亮 南昌县南新乡丰州村
360121102578 龚享湖食杂店 龚享湖 南昌县蒋巷镇滁北龚家
360121114683 熊胡生食杂店 熊胡生 江西省南昌县南新乡大港村
360121102006 应艳食杂店 应艳 南昌县蒋巷镇府前路农机站
360121102744 李玉珍食杂店 李玉珍 南昌县蒋巷镇柏岗山村
360121108517 罗丽拉 罗丽拉 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
360121111067 喜多多超市 刘宗飞 南昌县幽兰镇流芳村
360121121295 南昌县东新平利新鲜超市 桑永波 南昌市南昌县东新乡利用村平利花园3栋5号
360121102138 徐小标食杂店 徐小标 南昌县蒋巷镇小学
360121215821 江西有家实业有限公司金沙湾营业部 李见 南昌县八月湖路新力金沙湾
360121100990 闵水秀 闵水秀 南昌县泾口乡泾口街
360121120381 南昌县莲塘镇昌鑫烟酒店 吴天意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莲安南路71号
360121121237 南昌县琪琪平价商店 衷琦琦 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澄湖戴斯酒店一楼
360121120079 芙蓉兴盛彩虹便利超市 姜帅钢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彩虹世纪城22栋24号店面
360121113405 黄琴英食杂店 黄琴英 南昌县向塘镇南店村
360121121861 南昌县象湖小管唯唯熊便利超市 管琪媛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象湖金沙湾小区25栋商铺126号铺
360121113849 刘国友食杂店 刘国友 南昌县蒋巷镇联圩村
360121100801 罗亮生 罗亮生 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恭家坊
360121114111 魏际荣食杂店 魏际荣 南昌县莲塘镇橡西巷91号
360121115309 芙蓉兴盛 金燕文 南昌县莲塘镇澄湖嘉苑103商铺
360121120953 南昌县象湖文华食品便利店 胡文华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象湖伟梦清水湾东方院玉龙苑41栋129号
360121115603 壹号店 裴小龙 南昌县恒大影城184号店面
360121121605 南昌县小蓝小贱家鲜果零食店 杨坤 南昌市南昌县小蓝金沙三路恒大城剧场商铺1-072室
360121121760 南昌县好鑫鲜生活超市 罗建荣 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向阳路821-1、2、3、4号
360121121371 南昌县黄马丽群超市 饶伟群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黄马乡鹏飞大道5号
360121120907 南昌县恒大城一扫光食品店 杨明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恒大城商业中心商铺1-091室
360121120762 南昌县象湖翠桠商城芳草店 甘小玉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象湖新城芳草路163号、165号、167号
360121113648 煌冠蛋糕 卢丹丹 南昌市高新区昌东镇江西现代学院内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 2020年3月24日

减资公告
江西省鸿润发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6098359651102XE）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为人民币 20万元，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江西省鸿润发运输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南昌鸿申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60100065363099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20388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3245万元，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南昌鸿申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4日

公 告
遂川县北京西站小学餐厅食堂工程项目已

竣工验收，涉及该项目的所有应付款项（包含但
不仅限于材料款、工人工资等），已全部付清。

九江翔升造船有限公司船舶拆解和修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减资公告
南昌思宇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3147448892）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
元减少为人民币50万元，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南昌思宇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公 告
本人章启文身份证号：

（360111193002210934）
已向南昌不动产登记中心
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不
动产坐落于南昌市青山湖
区罗家集街1栋2单元101
室。现特公告征询异议。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