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长生疫苗案件调查处理工作
国务院调查组赴吉林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长春

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

产狂犬病疫苗案件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7 月 23 日国务院调查组赶赴吉林， 开展

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

调查工作。

7 月 24 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市场

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毕井泉主持召

开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要求，要

重点围绕七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彻查涉

案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查清违法违规

事实和涉案疫苗流向， 做好调查取证工

作；二是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严肃查

处涉案企业，对直接责任人等涉案人员要

依法严惩；三是对公职人员履职尽责进行

调查， 发现失职渎职行为的要严肃问责；

四是科学开展风险评估，研究提出分类处

理救济措施；五是要妥善处理涉案企业后

续工作；六是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公布

案件调查进展情况，普及疫苗安全科学知

识；七是要研究改革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

工作举措，建立健全保障疫苗质量安全的

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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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好局，上港只能怨自己
足协杯八强赛点球决战不敌北京国安被淘汰

如果不是下半时伤停补时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误， 上港队本

应成为在昨晚足协杯八强赛中笑到最后的人。 上半时便建立 2

比 0 的领先优势，对手北京国安在 90 分钟里像样的得分机会寥

寥无几，但就在胜利即将降临前，上港却倒在了自己的脚下。 不

合理的传球让国安在大禁区外获得了一次宝贵的任意球机会，

比埃拉直接射门得分，将双方总比分扳成 3 比 3。 加时赛双方均

无建树，点球大战国安全部命中，上港则五罚四中。 就这样， 原

本三线争冠的上港队， 如今只剩下中超联赛这一条路。

国安主帅施密特显然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 在出席赛后发

布会时一直面带笑容： “我对我们的得分能力有信心， 我一直

在等待进球的到来， 能在补时第四分钟进球确实存在运气成

分， 但这也缘自于队员们钢铁般的意志。”

“我们距离胜利只差了两分钟。” 上港主帅佩雷拉则在公

开场合保持了冷静。 但在上港失球后的一个细节， 其实已经充

分展现了葡萄牙人的怒气———他在场边冲着滚过来的皮球狠狠

踢了一脚。 如果没有这个丢球， 上港就将以两回合 3 比 2 的总

比分完成晋级， 但现在， 时隔两个月才迎来主场比赛的上海体

育场却因为国安球迷的欢呼雀跃而有些尴尬。

“我知道我们又失去了一条战线， 失去了争夺足协杯冠军

的机会， 但我不会责怪任何一名队员， 所有的责任由我一个人

来承担， 所有的压力也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赛前， 佩雷拉便

向全队强调 “细节将决定胜负”， 但细节恰恰是上港没能在比

赛中做好之处。 除了那次不必要的失误， 如果埃尔克森能将那

次直面对方门将的单刀转化为进球， 如果上港能在下半时继续

保持旺盛的攻击欲望的话， 那么结果依然有可能改写。

佩雷拉表示，自己并没有在两球领先后改变战术，依然要求

队员们在下半时保持攻击力， 球队也获得了不少扩大比分差距

的机会，“可惜的是，最终我们没能抓住那些机会，这就是足球。”

上港队长王燊超则说， 队员们的心态变化造成了一些负面

效应， “下半时的确没有上半时表现好， 当时毕竟已经两球领

先， 如果再咬咬牙坚持进攻或许会更好一些。”

输球已成现实， 上港队今年只剩下中超联赛这一个夺冠希

望了， 负担轻了， 压力却更大了。

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控围填海
国务院印发《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

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 指出，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 切实转变 “向海索地” 的工作思路， 统筹陆海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 实现海洋资源严格保护、 有效修复、 集约利用。 进

一步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 有利于严守海

洋生态保护红线，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有利于构建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 推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有利于构建海洋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通知》 重点明确了四个

方面的政策要求： 一是严控新增围填海造地。 完善围填海总量

管控， 严格审批程序。 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 除国家

重大战略项目涉及围填海的按程序报批外， 全面停止新增围填

海项目审批。 二是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 自然资源部

要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在 2018 年底前完成全国围

填海现状调查， 查明违法违规围填海和围而未填情况。 沿海各

省 （区、 市） 要结合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 确定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清单， 2019 年底前制定好处理方案。 对合法合规项目，

已经完成围填海的原则上应集约利用； 在 2017 年底前批准而

尚未完成围填海的， 最大限度控制围填海面积。 对违法违规项

目， 开展生态评估， 进行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 对严重破

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坚决予以拆除。 三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 四是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和围填海管控长效机制。

牢牢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发展方向
栗战书与日本众议长会谈时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者侯丽军）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举行会谈。

栗战书说，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 不久

前， 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安倍晋三首相通电话， 双方达成本着和

平友好条约精神、 遵循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和发展的重要共识。 在两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中日关系重回

正常发展轨道。 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我们要珍惜老一辈政

治家开创的和平友好事业， 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行稳致远。 一是

双方要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牢牢把握和平、 友好、 合

作的正确方向， 相向而行， 扎实推进两国关系改善进程。 二是

遵守好落实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确保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防止干扰和反复。 三是中

日应把对方发展作为更大机遇， 深化务实合作， 为中日战略互

惠关系提供坚实基础。

政协常委会三次会议20日起召开
汪洋主持召开主席会议决定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七

次主席会议暨主席会议第二次集体学习 25 日在京举行。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

主席会议围绕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情况进行了集

体学习。 汪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要

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 组织广大政协

委员围绕深化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

建言，加强民主监督。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功

能和优势，多做解疑释惑、宣传政策、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增进

共识的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添动力、增助力、聚合力，最大限度

地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草案）和日程，决定 8 月 20 日至 22 日在京召开全国政协十三

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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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蔡和森
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并

率先垂范，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直至

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像漫漫黑暗中的夜明珠，

以自己的智慧、行动，照亮积难深重雾海茫茫

的旧中国的星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他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蔡和森。

蔡和森，字润寰，１８９５ 年出生于上海，湖

南双峰人。 １３ 岁时，蔡和森入永丰蔡广祥辣

酱店当学徒。 １９１３ 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与毛泽东成为同学，两

人志同道合，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新生活。

在当时湖南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 “毛蔡”，并

奉之为表率 ：“和森是理论家 ， 润芝是实践

家。 ”杨昌济老师更是称赞毛泽东、蔡和森：

“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

救国必先重二子。 ”

在毛泽东、蔡和森周围，团结和凝聚了一

批有志于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 他们相互激

励， 热情探索革命真理。 经过充分酝酿和讨

论，大家达成了共识，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

新环境”，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后创

办《湘江评论》。

为了解欧洲和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探

寻中国革命的道路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蔡

和森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蔡和森“猛

看猛译” 上百种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

革命的书籍。 蔡和森认为，要救国救民，就要

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就必须建立一个革

命政党。 他两次致信毛泽东， 一次致函陈独

秀。 在这些信函中，他第一次提出“明目张胆

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系统提出

了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 毛泽东复信中说：

“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加入

中国共产党， 并留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宣传

工作。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上当

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９ 月，主

编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他既是主编又

是主要撰稿人。 １９２５ 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

森在其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

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１９３１

年 ６ 月，因叛徒出卖，蔡和森被捕。 在敌人的

迫害下，他的生命定格在 ３６ 岁。

蔡和森作为党的二届至六届的中央委

员，五届、六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党

的早期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毛泽东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和森同志都做到

了。”周恩来也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

怀念的。 ”

新华社记者 谢樱
（据新华社长沙 ７ 月 ２５ 日电）

首列“进口博览会专列”地铁发车
满载“知识帖”和社会各界深情寄语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首列 “进口博览会专列” 地铁昨天

上午正式发车。 满载着此次盛会 “知识帖” 和社会各界深情寄

语的专列， 将一直运行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结束。 市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发车仪式。

周慧琳在发车仪式上指出，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倒

计时 100 天即将到来之际，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宣传阵地的重要作用， 全方

位、 多角度、 立体化地开展新闻、 理论、 社会、 文艺、 网络和

对外宣传， 着力为办好进口博览会营造浓厚氛围。

“进口博览会专列” 地铁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解放日

报·上观新闻和申通地铁集团共同策划设计。 据悉， 除此次地

铁 2 号线首发专列外 ， 本月底 ， 地铁 10 号线也将开出一列

“进口博览会专列”； 至 9 月中旬， 地铁 2 号线和 10 号线将再

各上线一列 “进口博览会专列”。 专列采用内外全景主题装饰，

通过图示、 漫画、 留言寄语等形式， 全面介绍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的意义、 亮点等。

此前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通过线上线下共征集到近千条社

会各界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留言，留言的既有文化、体育界

的名人，也有国际政要、各国驻沪使节、参展商等，更有不少普通

网民。 近百条留言在专列车厢内进行“置顶”展示。 “进口博览会专列”采用内外全景主题装饰，全面介绍举办进口博览会的意义、亮点等。 傅国林摄

烈日下， 胡建光在上海建工工地加固

木结构。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夏日走转改·冲刺进口博览会③

“死磕”三小时，深色长袖T恤结了一层白色盐晶
烈日下的上海建工工地，46岁的木工工长胡建光有条不紊安排着工作———

“每级楼梯的衔接处，需要再加固一下。

顶层的木板，今天可以拆了，拆的时候注意

别砸到人……”烈日下，46 岁的木工工长胡

建光正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工作。 说话间，他

的手也没停下，在眼前钢筋、混凝土和木板

搭起的简易建筑里，不时敲打着细微的连接

处， 又或是比划着外人难以看懂的手势，测

算着尺寸。

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 大暑前后是

一年中最热的時候。 台风“安比”前脚刚走，

热浪就卷土重来，上海又切回到高温炙烤模

式。 上午不到九点，记者来到位于华翔路和

苏虹路口的上海建工工地，这是一段地下人

行通道和下沉式广场，连接着虹桥商务核心

区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为了迎接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胡师傅和工人们正紧张

地忙碌着。

一个出口和一段仅有九级台阶的逃生

楼梯，是胡师傅和木工们这两天“死磕”的重

点。当天，他和工人们已工作了三个多小时，

深色的长袖 T 恤上已结起浅浅一层白色盐

晶，汗水让他的肤色更显黝黑。

木工，可能是建筑工地上“存在感”最低

的工作。 这边在敲打安装，那边几天后却要

亲手拆除自己的劳动成果。

以楼梯为例， 木工师傅首先要制模，搭

出楼梯架构，打上钢筋后，再铺设木板，随后

进行混凝土浇筑，待凝固后，这些木板就将

被全部拆掉。不光是体力活，还是技术活，看

似不留痕迹的工作却丝毫马虎不得，因为一

旦出现偏差，混凝土就要全部砸掉重来。

在建筑工地工作， 木工也要会点儿攀

爬腾挪的本事。 楼梯底部位于地下三四米

深的基坑内，踏过层层钢筋，胡师傅小心地

蹲着， 在每级踏板边钉上一块木板作为固

定。 记者看到， 木质底板搭成的楼梯底座

上，横向九块、竖向三块木板整齐地排列其

间， 总共需要钉上 20 多片木板作为固定。

“楼梯相对还是比较难的，要严格按照图纸

施工，上下标高，每级踏步间距 30 厘米，高

度 15 厘米……”问及工作有何难点，胡师傅

被汗水浸湿的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细数起

一项项技术参数。

不仅要“入地”，还要会“上天”。 基坑上

方，由脚手架和钢筋搭出的 3.6 米高的空间

被分成一块块小格子， 完成了楼梯加固，胡

师傅又灵巧地爬上脚手架。 在这里，先前浇

筑的混凝土已经凝固，他需要把用作固定的

木板全部拆除。

大块木板和混凝土搭成的严实结构，让

这方密闭空间内的温度比室外要高出不少，

仅在外围站了十余分钟， 记者就已汗流浃

背，更不用说身处其中的胡师傅了。 混凝土

凝固时散发的巨大热量也会使拆除工作变

得“烫手”，温度甚至能高达 50℃。 几块木板

拆卸下来， 胡师傅的额角已沁出大颗汗珠，

衣服也已湿了一大片，但他手上的动作却丝

毫没有慢下来。

工作间隙，胡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记

者聊着天。他告诉记者，他老家在江苏扬州，

从学徒开始算起，已经干了 30 多年木匠活。

“现在天气炎热，我们早上 6 点开工，10

点半便可休息。 下午两点继续上班。 天气再

热，就到 3 点多再开工。这天呀，每天总要喝

个四五公斤水。 ”胡师傅擦擦汗，拿起随身的

大号水杯喝了一大口。

“这个出入口，再有两天就能完工了。 ”

胡师傅笑笑。 他身后，形如“四叶草”一般的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在太阳下闪着光，透过

汗水望去，愈加闪亮。

■本报记者 周渊

国家药监局：疫苗监管问答
针对疫苗监管有关问题， 国家药监局

25 日接受了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联合采访。

问：对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进行飞行检查

发现了哪些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 根据举报提供的线索，7 月 6 日-8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吉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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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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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检查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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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药品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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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会同

吉林省局对企业立案调查， 涉嫌犯罪的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本次飞行检查所

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全部

产品得到有效控制。

7 月 22 日， 国家药监局部署了对全国

疫苗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检查，7 月 25 日起，

在 2018 年年初对全国 45 家疫苗生产企业

全覆盖跟踪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全国监管力

量， 派出检查组对全部疫苗生产企业原辅

料、生产、检验、批签发等进行全流程、全链

条彻查，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问：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布的百白破疫

苗效价不合格问题是如何发现的？目前问题

疫苗流向和控制情况如何？

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接到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以下简称中检

院）报告，在药品抽样检验中检出长春长生

生物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武

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生物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7050-2

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

原食药监总局会同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立即组织专家研判， 向有关省市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不合格疫苗处置工作。一是责

令企业查明流向。 经查，长春长生生物公司

生产的该批次疫苗共计 252600 支， 全部销

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生物公司

生产的该批次疫苗共计 400520 支， 销往重

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0520 支， 销往河

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0000 支。 二是立

即停止使用不合格产品。三是责令疫苗生产

企业报告 2 批次不合格疫苗出厂检验结果，

对留样重新检验， 认真查找效价不合格原

因。 四是派出调查组对两家企业开展调查，

并进行现场生产体系合规性检查。五是抽取

两家企业生产的所有在有效期内的百白破

疫苗样品进行检验。涉事疫苗已全部封存并

由企业完成召回。

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自去年以来一直未

恢复百白破疫苗的生产。武汉生物公司整改

后， 中检院对其连续生产的 30 批百白破疫

苗进行效价测定，结果全部符合规定，结合

现场检查，恢复生产。

问：我国采取哪些措施保障疫苗产品质

量安全？

答：我国已经建立起覆盖疫苗“研发—

生产—流通—接种” 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

系，拥有比较完备的疫苗监管体制、法规体

系和标准管理，建成科学严谨的疫苗注册审

批制度， 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药品

GMP 和严格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上

市疫苗全部实行国家批签发管理，并建立了

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报告系统。

在批签发方面， 为确保疫苗等生物制

品的安全、 有效， 在每批产品上市前由药

品检验机构进行资料审核、 样品检验及签

发， 这种监督管理是国际上对疫苗等生物

制品监管的通行做法，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

为各国政府对疫苗类生物制品实行监管的

关键职能之一。 我国自 2001 年 12 月开始

对百白破、 卡介苗、 脊髓灰质炎疫苗、 麻

疹疫苗、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等 5 种计划免

疫疫苗试行批签发，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对

所有疫苗实施批签发 ， 对规范企业生产 、

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产业有序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疫苗生产监管方面， 国家药监部门

每年组织对疫苗生产企业全覆盖检查。 一

是按照药品 GMP 要求、 中国药典要求、 注

册标准要求对疫苗生产质量控制进行跟踪

检查。 二是根据批签发、 国家抽检、 不良

反应监测等收集到的风险信号开展飞行检

查。 根据检查发现的缺陷，对企业采取要求

整改、发警告信、暂停批签发、召回相关产品

或停产等措施。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赵文君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