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CoV-2 的遗传物质在食品盒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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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报告说，在装有来自阿根廷冷冻牛肉的纸板箱外表面上（外包装）表
观检测到 SARS-CoV-2 病毒 RNA。根据能够获得的科学信息可以做出以下评论：
-

2019 冠状病毒大流行病不是食品安全的危机。

-

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被感染者口腔或鼻子在咳嗽或打喷
嚏时排出的飞沫及气溶胶传播。

-

没有科学证据来证实：
1) 导致人呼吸道疾病的病毒（例如 SARS-CoV-2）通过食物传播。
2) 食用动物（牛、猪、家禽、鱼）传播病毒和会生病。
3) SARS-CoV-2 病毒通过鱼、猪、牛、家禽或其它食用动物的肉传播。

-

不同的国际机构承认，迄今为止，尚未证明食物是 SARS-CoV-2 的可能来源
或传播途径，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20 年）、欧洲食品安全

局 （ EFSA， 2020 年 ）、 世界 卫生 组织 （ OMS，2020 年） 、美 国农 业部
（USDA， 2020 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2020 年）、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CDC，2020 年）和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食品安全
网（RSA- CONICET，2020 年）等机构。
-

近几个月来，发布了（没有科学依据）的新闻信息，对来自挪威、巴西、德
国、新西兰、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冷冻食品盒和容器（虾、鲑鱼、鸡肉、
猪和牛）表面上检测出遗传物质一事而引起了混乱的公众舆论。

对此，应该强调：
-

阿根廷政府对食品生产进行控制，并对不同生产部门制定了与 COVID-19 相
关的议定书。

-

肉类出口工厂严格遵守工作议定书，这足以防止产品被传染和最终污染。

-

大多数病原微生物，包括冠状病毒（CoV）在内，可以通过食品工业中使用的
卫生标准操作规范（SSOP）灭活。SARS-CoV-2 对工业上常用的主要消毒剂
敏感。在这方面，不需要使用特殊的消毒剂来清除病毒。

-

SARS-CoV-2 在表面上的存活率基于实验数据得出（受控的温度和湿度等其他
条件），该数据估计在塑料和不锈钢上的最大存活期为 7 天。但是，迄今为
止，还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病毒。

-

SARS-CoV-2 的遗传物质（RNA）在外部纸板箱中被发现，而不是在阿根廷生
产的产品中。由于其结构，纸板被认为是多孔表面，并遗传物质是在经过 55
天的海上航行以及在中国境内陆路运输和操作 8 天后发现的。值得一提的
是，没有科学文献能够证明该病毒在 60 天后可在类似于上述特征的运输条件
下存活。

-

仅在一个样品中检测病毒 RNA 并不意味着它包含感染性病毒颗粒。RNA 的扩
增分析（通过 PCR 或 LAMP）得到的阳性结果就只说明了这一点。以此来推
断感染性病毒的存在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从 COVID-19 康复的人中发现了
PCR 阳性拭子，但病毒培养为阴性。

-

甚至有人假设 SARS-CoV-2 可以在-20ºC 生存 20 年，在-4ºC 生存 3 个月
（Times Now News，2020 年）。在实验条件下已证明该病毒耐高温，尽管它
在特殊保存方式中可以在低温中存活（4ºC，-20ºC 和-80ºC）（Chin 等，
2020 年； 世界卫生组织，2020 年 b）。在这些特殊的保存方式中不包括纸板
表面。

接下来，我们用在国际上发布的新闻信息来做理论练习。
从中国港口采集的超过 22, 7934 个食品样本（其包装和环境样本）中，
仅在集装箱的 3 个样本中发现了 SARS-CoV-2 RNA（新华网，2020 年）。
2020 年 7 月估计，在 25 万个食物表面样本总数中可发现一个 SARS-CoV-2
遗传物质（95％CI 1,06 x 106-2,44 x 105）。通过中国港口发出的信息再次证
实了这一估算，因为 9 月分析了 300 万个表面样本，其中只有 22 例检测到该
病毒的遗传物质为阳性，即每 25 万个样本中有 1,8 例为阳性。
为因食用进口食品而发生人类 COVID-19 的病例，至少应发生以下事
件：
1）病毒应来自出口国；
2）病毒应在从原产国到进口国的运输过程中在温度和湿度条件下保持存活；
3）病毒应从容器的外表面传播到所盛装的食物（通过盛有食物的外包装和内
包装）；
4）病毒的生存应是从到达目的国起直至在家庭或消费点中进行最终处理为

止；
5）食物应被操作，并且操作人员应用（不清洗或没消毒的）手触摸可传播病
毒的有效粘膜（眼睛、鼻子和嘴巴）；
6）暴露的病毒剂量应会引起感染。
尽管没有可靠的信息可以对这些事件中的每一项的发生率进行建模，但
可以假设它们的发生率较低。为了通过此途径发生感染，应混合上述所有被
详细解释的事件，从而使人们从处理进口食品中获得 SARS-CoV-2 的最终风
险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在不利的情况下，应该是在一万亿
（1,0000,0000,0000）潜在受感染者中仅有不到一例。可以将这一风险与构成
世界人口的 78 亿人进行比较，从而表明 SARS-CoV-2 通过表面传播的估计风
险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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