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枣庄1月22日讯(记者
赵艳虹 通讯员 邱兆刚 )
2013年12月份，枣庄市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和市疾控部门
接到停用深圳康泰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所有疫
苗通知，随后全市发现的涉药
公司生产的疫苗被全部封存。
时隔一个月，1月21日，市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接到上级单位
关于恢复销售和使用的通知。

记者从市中区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获悉，根据省市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的通知要求，该
局已于1月21日通知市区疾控
部门恢复深圳康泰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乙
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的销售
和使用。

1月17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联
合下文通知，恢复深圳康泰生
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

的使用。同时，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
联合通报乙肝疫苗事件最终
调查结果：近期各地报告的17

例疑似预防接种后新生儿死
亡病例，已明确与接种疫苗无
关，1例重症患儿已康复出院，
不排除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

很可能是过敏性休克。1月20

日，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和省卫生厅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恢复深圳康泰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乙
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在全省
的销售和使用。

排除了疫苗本身的质量
问题后，到底有没有必要接种
疫苗、如何安全接种又成了家
长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据市疾
控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接种疫
苗的确存在很小的风险系数，
但不接种风险更大。比如乙肝
病毒慢性感染就主要发生在5

岁以下人群，其中新生儿时期

感染乙肝病毒最危险。而根据
国家的乙肝免疫策略，要求新
生儿出生24小时内接种乙肝
疫苗。

此外，工作人员提醒家
长，接种完毕之后，尽量再观
察半小时再离开，在确定孩子
没有不良反应后才能走。而且
接种疫苗后几天也有一些“禁
忌”。2小时以内，家长也要注
意观察，有没有疫苗的一般不
良反应。比如说体温高，接种
局部有没有硬结、红肿。其次
在接种后的三天以内，严密观
察，尽量不洗澡，对保持接种
部位的干燥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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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城事

关键词：医疗机构换证

市民：住在市中区的刘先生
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今
年到期，正准备换证，请问需要哪
些手续，去哪办理，是否今年就不
需要年度校验了。

记者咨询：记者从卫生部门
了解到，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达
到校验期的医疗机构应当申请校
验。医疗机构的校验期为：(一 )床
位在100张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
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
院以及专科医院、疗养院、康复医
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临床
检验中心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校
验期为3年；(二 )其他医疗机构校
验期为1年；(三 )中外合资合作医
疗机构校验期为1年；(四 )暂缓校
验后再次校验合格医疗机构的校
验期为1年。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
期满前 3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校
验，并提交下列材料 (以下称校验
申请材料 )：(一 )《医疗机构校验申
请书》；(二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及其副本；(三 )各年度工作总
结；(四 )诊疗科目、床位 (牙椅 )等
执 业 登 记 项 目 以 及 卫 生 技 术 人
员、业务科室和大型医用设备变
更情况；(五 )校验期内接受卫生
行政部门检查、指导结果及整改
情况；(六 )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
民事赔偿 (补偿 )情况 (包括医疗事
故 )以及卫生技术人员违法违规
执业及其处理情况；(七 )特殊医
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八 )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关键词：移动餐车

市民：好多大城市都有流动
的移动餐车，请问薛城区对这方
面有什么政策？需要办理一些什
么证件？

记者咨询：据薛城区区长热
线称，不知读者反映的是否是爱
心早餐车的加入问题，如是爱心
早餐车可以咨询粮食局部门。

本报记者 白雪岩

拿起热线

你问我答

康康泰泰乙乙肝肝疫疫苗苗枣枣庄庄重重““出出山山””
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接到恢复销售通知

本报枣庄1月22日讯 (记
者 赵艳虹 ) 民谚有“三九
四九冰上走”，而“四九”却没
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冷。据气
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全
球的环流形势造成的，目前气
温依然在正常区间。

经过了20日一股冷空气
影响后，大风驱散了多日的雾
霾天气，让枣庄重新出现了蓝
天与繁星。可随着冷空气过
境，紧接着迎接枣庄市民的并
不是新一轮的冷空气活动，却
是一次比较稳定的回温模式。

不少市民惊叹，这四九天就像
是初春一样。“今年真的是感
觉一点都不冷，往年这时候我
都要穿上加工的厚羽绒服了，
可今年根本就没拿出来穿，按
这个速度回温，春天应该离我
们不远了。”

据工作人员介绍，“三九
四九冰上走”，按道理，“三
九”和“四九”是全年气温中
最低、最冷的时期。而从今年
发布的寒潮预警数量上看，
仅仅只发布过一次，而依照
往年的天气情况，应该有两

三次，而今冬第一次寒潮蓝
色预警发布于2013年11月9日
发布，之后枣庄暂时还没能
发布寒潮预警，今年“三九”
出 现 的 温 度 较 往 年 同 期 略
高。

据工作人员分析，今冬
气温偏高，雾霾应该是主因。
今冬，在雾霾天气频发的天
气情况下，风速减小，天气多
以多云为主，天气形势很不
利于雾霾扩散。在雾霾天气
中，多云天气导致天空中云
层较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

温作用，从而导致能够影响
枣庄的强冷空气，势力变得
比较弱小。冬天雨雪天气较
少，加上雾霾天气的持续，导
致今年冬天这段时间温度较
往 年 同 期 偏 高 。此 外 ，据 介
绍，冬天温度高和大的天气
形势有关，现在全球气候变
暖是大趋势。现在的温度依
然在正常温度区间，并不排
除后期出现强冷空气的可能
性，近几天虽然有回温态势，
但早晚温度依然较低，市民
出行依然要注意防寒保暖。

博博物物馆馆闭闭馆馆 晃晃了了中中小小学学生生
正在进行闭馆改造，暂定为2014年1月1日至6月30日停业

本报枣庄1月22日讯(记者
杨霄) 中小学寒假开始，想参观
枣庄市博物馆却得知闭馆了。博
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博物馆内部
进行装修，展厅内的展陈工作也
将进行升级，由此造成的不便希
望市民们谅解。

22日，记者在枣庄市博物馆
外看到张贴的通知，闭馆时间暂
定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

日，但是具体的开馆时间将另行
提前通知。随后，记者走进博物馆
的前院，地面也已经进行了维修，
重新铺设了地砖。主展楼的外墙
也进行了粉刷维修，从外面看来，
博物馆的面貌焕然一新。

据枣庄市博物馆馆长王丽华
介绍，枣庄市博物馆建立于1984

年，距今已30年。因年代久远，主
展楼墙面和前院地面均出现破
损，展厅内展橱也出现老化情况，
展陈方式比较单一。为了方便市
民参观，提升展览质量，自2013年
9月份开始，枣庄市博物馆就开始
进行维修改造。目前，主展楼、前
院路面工程已基本完成，整个博
物馆面貌有了全面改善。展厅提
升改造工程正有序进行，博物馆
已聘请专业公司精心编制展陈方
案，但是据悉方案需报经上级主
管部门审批，并组织文物专家组
进行研讨论证。审批通过后就会
抓紧施工，但是具体完工及重新
对外开放时间现在还不好说，但
是修整后的枣庄市博物馆将以崭
新的面貌迎接市民朋友们。

入冬以来，取暖以及
农村生产用电负荷猛增，
为了确保电网安全连续可
靠供电，枣庄供电公司市
中客服中心组织精兵强将
连续不间断对配网和农网
供电设备进行巡视，随时
掌握线路的运行情况。由
于线路的有些缺陷在夜里
才更容易发觉，夜巡便成
了市中客服中心输电运检
班定期进行的“必修课”。

本报通讯员 杨峰
娄倩 摄影报道

寒寒夜夜巡巡电电

“四九”天，市民有了初春的感觉

今今冬冬气气温温偏偏高高 雾雾霾霾或或是是主主因因

博物馆门口摆出通知，暂时闭关。 本报记者 杨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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