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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事件相关的百白破疫苗到底都是哪
些？
答：此次被爆出的百白破疫苗事件，实际
上是去年年底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生
产企业，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

问：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意味什
么？
答：带来的后果是，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
果，但对人体没有危害。国家药监局公告
显示，百白破疫苗的主要问题，检验时发
现“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

问：打了“问题疫苗”后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接种问题疫苗，会
带来其他后遗症。实际上，疫苗的常见不
良反应包括局部的红肿热痛、发热、过敏
等，一般都比较轻微。而过敏等比较严重
的情况，发生率很低，对大多数人来说，
疫苗是安全的。疫苗产生的不良反应，多
发生在接种后的24～48小时内，后期再
发，或者产生后遗症的可能性很小。

问：如何确定是否接种了不合格的疫苗？
答：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可以查看儿童预
防接种证上的百白破疫苗接种记录，与公
布的疫苗生产企业和批号进行对照，判断
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也可以咨询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协助
查询所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批号，判断是否
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还
可以拨打12320卫生热线咨询。

问：孩子还没接种百白破疫苗，能打吗？
答：能打。百白破疫苗能有效预防三种危
重疾病，之前涉事的百白破疫苗已经停
止接种，所以再去打的话并不会遇到，家
长不必太过担心。如果家长实在有疑虑，
可以优先接种联合疫苗，或者选择其他
更加信赖的企业生产的疫苗。

问：为了防止接种到问题疫苗，可以不给
孩子打疫苗吗？
答：不能因噎废食，因害怕而放弃疫苗接
种，风险最高的还是孩子。监测数据显
示，2008年以来，国家药品抽检计划共抽
检疫苗产品944批次，合格率99 . 6％，也就
是说，绝大部分疫苗非常安全。

问：孩子接种的其他类别的疫苗也是涉
事企业的，是不是也需要补种？
答：其他疫苗其他批次暂时都没有出现
问题，建议持续关注。

综合人民日报客户端 国家疾控中心
网站

2255万万不不合合格格疫疫苗苗流流向向济济南南等等88市市
涉及215184名儿童，近期对多数儿童进行后续补种

本报济南7月22日讯 7月
22日，记者从山东省疾控中心
获悉，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流
入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批号201605014-01），
流向已全部查明，涉及儿童未
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增高。

省委、省政府针对近日公
众对长春长生公司不合格百
白破疫苗流入山东事件的关
注，立即责成省卫生计生委和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不合
格疫苗的采购、使用等情况进
行严肃、认真、细致、一个环节
不漏地排查。省委、省政府要

求，对于接种过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的儿童，要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一个不落地进行补种，坚
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11月原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长春
长生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后，山东省立即行动，第一时
间停止接种，并在三天内查明了
相关批次疫苗的流向、库存、受
种儿童及接种情况，封存了该批
次未使用疫苗，同时开展风险评
估工作。长春长生公司销往山东
省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共计
252600支，占全省年使用量的

3 . 96%，流向济南、淄博、烟台、
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等8
个市。这批疫苗已接种247359
支，损耗、封存5241支，涉及儿童
215184人，儿童接种信息在预防
接种单位均有详细登记。

为保证接种过不合格百
白破疫苗的儿童免于发病，山
东省使用合格的百白破疫苗
按照国家免疫程序规定，开展
后续剂次百白破疫苗的常规
接种。从那时起，截至目前，全
省215184名接种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儿童中，已有208579人

（占总人数的96 . 93%）使用其
它企业生产的合格百白破疫

苗，完成后续相应剂次的常规
接种。其他6605名儿童将根据
接种间隔时间要求等相关情
况，陆续开展接种。

记者了解到，2017年11月3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新闻发言人介绍，该批次百白
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
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但对人体
安全性没有影响。虽然监测显
示山东省接种该批次疫苗的
儿童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发生率增高，省卫生计
生委仍要求各级疾控机构和
预防接种单位密切关注，及时
发现问题，妥善处置，确保每

一名接种过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的儿童获得补种。根据国家
补种方案和接种原则的要求，
近期对多数儿童进行后续补
种，其他儿童在接种间隔时间
到期后开展补种。

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还
介绍，经过核查，2018年7月15
日，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
报的长春长生公司违规违法生
产的狂犬病疫苗未流入山东省。

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表
示，全省各级疾控机构将严格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做好后
续各项工作。 据新锐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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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生命安全的疫苗一
再出问题，舆论对于长生生物
的质疑声浪越来越高。

长生生物的前身为长春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长春高新旗下的一家国企，
创立于1992年。2015年12月，
长生生物100%股权作价55亿
元借壳黄海机械上市。

现年 6 4 岁的高俊芳自
1994年起一直担任长春长生
的总经理，现为长生生物的董
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持股
18 . 18%，和持股17 . 88%的张
洺豪、持股0 . 68%的张友奎为
一致行动人，是公司实际控制
人。而张洺豪担任长生生物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和高俊芳
为母子关系。根据《胡润百富
榜2017》，高俊芳家族以51亿
元身家位列第820位。

不过，高俊芳在获得长生

生物控制权过程中却饱受争
议。2003年，长春高新决定卖
掉长春长生。出售的对象为时
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长
生董事长高俊芳。2003年12
月16日长春高新董事会通过
决议，拟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
控股子公司——— 长春长生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9 . 68%
的股权，每股转让价格为2 . 4
元。据报道，2001年长春长生
实现净利润1005万元，2002
年净利润2634万元，2003年
1-10月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551万元，净利润1147 . 5万
元。由于长春长生的盈利能
力，市场对于每股2 . 4元的转
让价格产生质疑。质疑声中，
2004年长春高新将长春长生
的转让价提升到2 . 7元/股，
不过转让最终完成，受让方
依然是高俊芳。2006年8月，

亚泰集团将股权转卖给高俊
芳，退出长春长生。至此，长
春长生成功私有化，被高俊芳
掌控。

尽管长生生物在公告中
称，根据其对相关狂犬病疫苗
产品的不良反应监测，“未发
现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不
良反应”，但事实上，这家疫苗
生产企业此前已因其他疫苗
产品问题遭到通报。

另据报道，广东湛江多家
医院的医务人员在采购疫苗
的过程中，吃医药公司业务员
或销售人员的回扣。据统计中
国裁判文书网，广东湛江两级
法院自2017年11月起至今年6
月，共在该网公开了5宗涉疫
苗采购的受贿行贿案，其中受
贿案4宗、行贿案1宗，5宗案件
中均有涉及长春长生的疫苗
产品。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等

饱饱受受争争议议的的长长生生生生物物
广东湛江医务人员购疫苗吃回扣，均涉及长春长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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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家药药监监局局对对长长生生生生物物立立案案调调查查
李克强批示：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本报综合新华社、中国政
府网消息 国家药监局负责
人22日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
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
有关情况。这位负责人说，国
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
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同时
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
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国家药监局
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
进行飞行检查，对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根据举报提供的线索，7
月5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
省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
行检查；7月15日，国家药监局
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查组进
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7月15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
狂犬病疫苗的通告》。

他说，现已查明，企业编
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
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上

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规定，
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
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召
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
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
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这位负责人说，按照疫苗
管理有关规定，所有企业上市
销售的疫苗，均需报请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签发，批
签发过程中要对所有批次疫
苗安全性进行检验，对一定比
例批次疫苗有效性进行检验。
该企业已上市销售使用疫苗
均经过法定检验，未发现质量
问题。为进一步确认已上市疫
苗的有效性，已启动对企业留
样产品抽样进行实验室评估。

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所
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
查，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
为要严肃查处。

这位负责人说，该企业是
一年时间内第二次被发现产

品生产质量问题。去年10月，
原食药监总局抽样检验中发
现该企业生产的1批次百白破
疫苗效价不合格，该产品目前
仍在停产中，有关补种工作原
国家卫计委会同原食药监总
局已于今年2月进行了部署。

据中国政府网22日23时
26分消息，李克强总理就疫苗
事件作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
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
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李克强在批示中要求，国
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
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
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
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哪些
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
贷、绝不姑息。对一切危害人
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重拳打击，对不法分子
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失职
渎职行为坚决严厉问责。尽
早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全、放
心、可信任的生活环境。此前
7月16日，李克强已就疫苗事
件作出批示，要求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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