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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口罩消毒残留物会致癌，戴前要先抖一抖”

疾控专家发声：没必要佩戴口罩前先“抖一抖”
检察机关依法对尹家绪

涉嫌受贿、为亲友非法牟利一案

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
记、董事长尹家绪涉嫌受贿、为亲友
非法牟利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
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
起诉。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尹家绪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
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
控：尹家绪利用担任原长安汽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总裁），重庆青山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
总经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生
产经营、获取土地优惠、个人职务
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所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利用
担任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
的盈利业务交由亲友经营，致使国
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
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一审开庭
新华社天津11月30日电 2021

年 11 月 30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贵州省
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
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王富玉
利用担任中共海南省琼山市委书
记、市长，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
市委书记，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
口市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务上
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
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
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
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 4.34 亿余元。2019 年
至2020年，王富玉离职后还利用影
响力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1735 万余元。检察机关
提请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追究王富玉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王富玉及其辩护人
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
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王富玉
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
者及社会各界群众二十余人旁听
了庭审。

这两天，一段“口罩消毒残留物是一
类致癌物质，用口罩前要抖一抖”的视频
在各个微信群里广泛流传。

视频中，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
员，给大家“科普”称口罩残留“环氧乙
烷”，并称“环氧乙烷是一级致癌物”。
视频中，该工作人员称：“五款口罩经检
测都存在环氧乙烷残留，虽然符合国家
标准，但是最好在打开包装后把口罩在
空气中先甩十几下，可以让环氧乙烷数
值大幅下降。”

那么网传信息究竟是真是假？口罩
消毒残留物真的会导致环氧乙烷残留、
影响健康吗？

11月30日，媒体就此事展开了调查
并采访了相关专家。对于网传信息，北
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科副主任医师
朱琳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日常佩戴的
医用外科口罩不存在环氧乙烷残留物致
癌的威胁，对于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大
家大可放心使用。

记者调查
戴口罩前是否有必要甩十几下？

近期，一段关于口罩环氧乙烷残留
检测的视频引发民众关注。有读者向媒
体报料，称对网传视频中讲解者的说法
表示怀疑：“那岂不是以前戴口罩的方式
都错了？都白戴了？会不会对身体产生
影响啊？”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找到了声称
“口罩消毒残留物会致癌”的原视频，这
段视频是杭州微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发
布的，不过11月30日上午10点半，这段
视频在该公司短视频平台号里已经无法
看见了。

据了解，环氧乙烷一种有机化合物，
化 学 式 是 C2H4O，英 文 名 称 Ethylene
Oxide，简称 EO。环氧乙烷确实是一种
有毒的致癌物，可以用来制作杀菌剂，被
广泛地应用于洗涤、制药、印染等行业。

那么，网传视频中的说法究竟有
没有道理？对此，生产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的金华科达医疗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口罩在生产、环氧乙烷消
毒等进行一系列操作之后，会有一个
15 天的解稀过程，在进行相关检测环
氧乙烷的残留量在 10μg/g 以内之后，
才可以包装上市。所以，视频中讲解
者 说 的 拆 封 口 罩 之 后 还 需 要 晃 动
10-20 下的说法是没有必要的，只要
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口罩，拆封之后就
可以直接戴。”

上述工作人员的说法，也得到了浙
江省建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利平的认可。朱利平表示，和一般人
的理解不同，口罩的“环氧乙烷杀菌”不
是先杀菌后包装，而是“完全形成了初包
装以后，在内包装包好的情况下，进行灭
菌，环氧乙烷气体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
穿透能力。”也就是说，包装好的口罩杀
菌完，环氧乙烯依然可以挥发出来。口
罩在进行环氧乙烷杀菌之后，厂家还会
有一个经过验证的解析时间，“是主管部
门必查的”。之后在口罩出厂时，还会进
行环氧乙烷的检测，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也就是小于10μg/g。

朱利平认为，网传视频里，工作人
员穿着白大褂，表现得很专业，这样的
行为值得商榷，“容易误导普通消费
者，引发恐慌”，“测 EO（环氧乙烷）残
留我们有很科学、全球通用的方法，我
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少 EO 残留，你用气
象色谱的方法可以辨识出来，不需要

这样误导消费者。”
11月30日，著名的医疗科普账号丁

香园也发文称，希望不要因为这样的网
传视频，导致民众好不容易养成的戴口
罩习惯发生动摇：“抛开剂量谈毒性，都
是耍流氓”。

真相如何？
并不是所有口罩都采用环氧乙烷消毒

11 月 30 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经
过调查后发现，在市面上收集到的几款
口罩中，仅一款标注为“医用外科口罩”
的产品上注明使用了环氧乙烷消毒，其
余几款口罩均没有标注。这些口罩中，
还包括一款商品名为“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的产品，但该产品明确在包装上注
明“未灭菌”。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从不同产品名
称和标注就能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口罩
都需经过环氧乙烷消毒。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口罩包括普通
防护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
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等。根据国家药
监局规定，“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属于医疗器械，均需取
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并在产品包装
上进行标注。

业内人士称，不同种类的口罩对应
不同的生产标准，生产企业会采用不同
的消毒方式。正因为此，即便产品名称
中都有“医用”二字，也不一定都要使用
环氧乙烷消毒。消费者同样无须担心的
是，不使用环氧乙烷消毒，也不意味着口
罩不卫生、不安全。

上海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是
上海地区的“口罩生产大王”，生产的口
罩除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至美国、加拿
大、日本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
董事长吴胜荣介绍，口罩生产涉及原料、
工艺、生产环境等多个环节，对正规生产
企业而言，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监管要
求，最终的产品也要满足对应的产品质
量标准。以消毒方式为例，在该企业，很
多民用口罩采用超声波消毒，消毒后的
细菌残留量远低于国家标准，完全可满
足日常生活防护使用。

吴胜荣认为，“口罩消毒残留物可
能致癌”的这段视频没有说清楚口罩种
类，加上部分自媒体断章取义，从而引
发误解。他特别提醒，消费者使用口罩
的关键是选购正规企业生产的产品，因
为部分小作坊可能存在原料、生产工艺
缺陷，导致产品不合格或细菌超标。对
于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消费者可放心
使用。

专家发声
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可放心使用

就此事，媒体采访了北京市朝阳区疾
控中心消毒科副主任医师朱琳。她表示，
我们日常佩戴的医用外科口罩不存在环
氧乙烷残留物致癌的威胁，对于正规企
业生产的口罩，大家大可放心使用。朱琳
还就网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记者：市面上购买到的口罩是通过
什么方式消毒灭菌的？

朱琳：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医用外
科口罩、N95 口罩大部分是是通过环氧
乙烷消毒蒸汽熏蒸消毒。但并不是所有
口罩都通过这种方式消毒，也有一些口
罩是在无菌车间里制作的。

记者：通过环氧乙烷消毒的口罩会有
致癌残留物对佩戴者健康造成伤害吗？

朱琳：口罩制作厂家会在消毒后，待环
氧乙烷挥发再进行包装。口罩的包装并不
是完全密闭的，环氧乙烷又是一种易挥发物
质，当口罩通过多道流程到达消费者手中
时，基本上不会带有造成影响的残留物质。

记者：佩戴口罩前，是否有必要先
“抖一抖”来减少环氧乙烷残留造成的影
响呢？

朱琳：其实是没必要的。在医院，我
们医护人员是不会这么做的。口罩从包
装里拿出来是一种无菌的状态，我们不
会刻意把它在空气中进行暴露。

记者：存在“小作坊产品”环氧乙烷
残留超标的情况吗？

朱琳：环氧乙烷消毒装置成本较高，
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这方面的隐患。对
于劣质口罩，我们更担心的是口罩的卫
生情况不好，会引起健康问题。购买口
罩要选购正规企业生产的产品，小作坊
产品可能存在原料、生产工艺缺陷，导致
产品不合格或细菌超标。对于正规企业
生产的口罩，消费者大可放心使用。

记者：如何科学佩戴口罩，您对公众
有何建议？

朱琳：如不处在与呼吸道疾病病人
直接接触等高风险环境时，不建议大家
佩戴医用N95口罩。

在病毒可能“出没”的地方，如医院、
密闭的室内、中风险地区，戴一个医用外
科口罩够用了。

关于换口罩的频次，建议一天换一
个。中间如果要摘下来，可以找一张干
净的纸巾把它包起来，或悬挂起来。

最后，对于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的预防，
仅戴口罩还不够，一定要注意手卫生。口罩
不是万能的，勤洗手也是一道重要防线。

综合北京日报客户端、钱江晚报·小
时新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等

◀
网传视频中称，晃动口罩能
减少环氧乙烷残留量，该说
法已被专家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