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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正文每行 30 元(14 个字以内)，标题每行 50 元(10 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 1 . 2×4cm 80 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 20 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 1 . 2×4cm 120 元

彩色版 每格 2 . 4×4cm 290 元

分 类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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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18378328570 13457691316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99

家电·家具维修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 18007877699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旧货回收

房 产 信 息
低售火车南站旁宾馆
适用于酒店，宾馆、办公、公寓，
住宅含地下室共 8 层共 1235m2

仅售 3580 元/m2 憎：13481328891

专业空调维修，加氟
清洗回收 13117733155空调拆装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卷闸门·电动门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 3820890 北区 2602277

搬家·搬厂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 18978385136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疏通抽粪象山 3817569 七星 5861219

秀峰 3817569 北门 8994622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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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护目镜
驰援抗“疫”一线

2月11日，工作人员在佩戴运用3D打
印技术生产的医用护目镜。

连日来，在位于长沙经开区的湖南
云箭集团有限公司增材制造研究应用中
心内，50余台3D打印机在日夜赶制医用
护目镜，每日生产医用护目镜200余套。2
月10日，这家公司生产的首批500套护目
镜已发往长沙和怀化，驰援抗“疫”一
线。 新华社发

关键医疗物资、能源、粮食、交通物
流……除湖北外，全国各省区市目前在逐
步复工复产。

伴随着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重要
国计民生领域已复工复产，重大项目也开
始返岗开工。全国22个重点省份的最新
数据显示，口罩企业复工率超过76%，防
护服企业复工率为77%。重点监测的粮食
生产、加工企业复工率为94 .6%，煤矿复
产率为57 .8%，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
应充足，民航、铁路、水运运输网络正常
运营。

记者在2月11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正多措并
举，千方百计保口罩等紧缺物资生产，扩
大中小微企业稳岗返还政策的受益面。针
对复工复产可能存在疫情进一步扩散传播
的潜在风险，有关部门要求通过多种方
式，如采用错峰上班、弹性工作制，降低
工作场所人员密度；分级分类提升核酸检
测等快速筛查能力；企业配备消毒液、体
温枪等物资，为职工配发口罩等防护用
品……一系列防疫要求层层压实，确保复
工复产安全有序。 据新华社

全国各省区市逐步复工复产

口罩、防护服企业复工率超七成

11日下午，广东医疗队武汉前方
ICU团队与后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举行远程视频病例讨论会议。钟南
山院士通过视频连线说，从目前来看，
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但峰值应该在2
月中下旬出现。疫情拐点由返程高峰的
防控情况决定。

钟南山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一
个严格的拐点预测，但通过一些数学模
型分析，也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全
国新增病例的速度比原来慢慢有所减
缓，南方地区应该2月中旬达到发病最
高峰。

全国返程是否会导致进一步的发病
高峰？钟南山认为，不太会有新的更高
的高峰，因为延长假期已把潜伏期度
过，加上各个城市严格的哨点进行健康
监测，如发现有问题，肯定会被隔离。

钟南山认为，至于武汉的情况，还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努力，因为武汉现在每
天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减少。武汉首先
要做到的是把有病的跟没病的分开。

“人传人的问题，在武汉仍然没能
解决。”他说。

钟南山认为，危重症病人看起来治
疗仍有一定难度，新冠肺炎跟SARS不太
一样，治疗还需更多探索。现在的治疗
实际上是超越常规的治疗，新冠肺炎有
独特的病理特征，抗病毒和抗炎（抗病
毒引起的炎症风暴）是两个主要问题。

“相信有足够的场所，有充足的医
生，有较好的防护工具，以及有我们多
方面的支撑团队，武汉的情况应该会比
较快地改观，但是现在还处于一个相当
困难的阶段。”钟南山说。

据新华社

疫情拐点无法预测

钟南山：峰值应在2月中下旬出现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
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对
于病毒传播途径的描述，除“经呼
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
途径”外，新补充了“气溶胶和消
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此前，已有多篇国际期刊论文
研究了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气溶胶传
播情况。那么，什么是气溶胶？什
么情况下病毒会通过气溶胶传播并
感染健康人？公众如何防护？北京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气溶
胶实验室负责人要茂盛教授近日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解答了关于气
溶胶传播的相关问题。

问：什么是气溶胶？什么情况
下气溶胶会传播病毒？

要茂盛：气溶胶指在空气中悬
浮的颗粒物，颗粒直径一般小于100
微米（0 . 1毫米），我们熟悉的
PM2 . 5就是一种气溶胶。病毒气溶
胶是生物气溶胶的一种，生物气溶
胶指悬浮在空气中的病毒、细菌、
真菌、花粉以及其他来自生物的副
产物等。飞沫其实也是生物气溶胶
的一种，只不过来源于人，人呼出
来的是高湿度的生物气溶胶颗粒。
如果是病人呼出的气溶胶，可能包
括病毒等多种病原体。

问：现在是否有证据证明新型
冠状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国
际上有已发表的论文对此做过研究
吗？

要茂盛：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
传播途径，大家还在研究与推测
中。目前没有直接实验证据表明该
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感染健康人，
但在封闭和半封闭狭小空间内气溶
胶传播感染应该与飞沫传播感染具
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此前国内外就
有很多学术论文研究了其他呼吸道
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情况。比
如，2004年中国香港学者在《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分析香
港淘大花园多人集中感染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的案例，
推断病毒是通过楼宇间的气溶胶传

播。此外，还有学者发表论文，利
用雪貂研究了禽流感病毒通过气溶
胶传播的能力。

问：气溶胶更容易在什么环境
条件下传播病毒？

要茂盛：在通风条件不好的封
闭或者半封闭的情况下，病毒更容
易通过气溶胶传播。在通风条件不
好且比较狭小的空间里，患者呼
吸、咳嗽、打喷嚏产生的携带病毒
的气溶胶浓度会马上累积起来，很
快升高。一段时间后，在其内的健
康人感染概率会非常大。但吸入病
毒不一定就会感染，取决于吸入的
剂量与活性，剂量低且活病毒少，
感染可能不会发生。不同病毒情况
不一样。

问：在户外开放空间，通过气
溶胶感染病毒的概率是否比较低？
人们可以放心到户外散步吗？可以
开窗通风吗？

要茂盛：在户外没有病人的情
况下，因气溶胶传播而感染病毒的
概率非常小，可以说跟中彩票的概
率一样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放心
到户外散步和开窗通风的。在户外
如公园这种开放环境中，病毒很快
被稀释，浓度会显著减少，距患者
比较远的健康人即使吸入，也是小
概率事件，剂量不足以导致感染，
不需过度担心。当然，如果靠近某
些特定地点，病毒排放源浓度强且
持续，附近的空气存在风险，需要
考虑防护。

问：提到病毒的沉降，有观点
认为人们回家后要清洁自己的鞋面
和鞋底，以防把沾染病毒的尘土带
回家，有必要吗？

要茂盛：病毒确实会附着在气
溶胶颗粒上沉降到地面，人在走路
时可能会把地面上的病原体带起。
因此去过公共场所，特别是去过医
院，鞋子可能会沾有含病毒颗粒。
特别需注意，现在不要让小孩在公
共场所玩跑打闹，小孩由于身高原
因，非常容易吸入地面扬尘中的病
毒。 据新华社

关于气溶胶传播
听听专家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