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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生物疫苗不合格属于偶发
国家药监局：主要原因系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 目前企业已经完成整改
7 月 31 日，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就公众关注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百白破疫苗
介绍有关情况。

问：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是如何发现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2017年，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研究院在国家药品
抽检中发现，武汉生物生产的
批号为 201607050-2的百白
答：

破疫苗百日咳效价指标不符
合标准规定，白喉、破伤风效
价指标符合规定。有关信息已
于 2017年 11月 3日向社会
公布。

经现场检查和企业回顾
性分析，武汉生物该批次疫苗
效价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分装
设备短时间故障，导致待分装
产品混悬液不均匀，属于偶发。

问：发现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后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 发现效价不合格后，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即派出检查组对企业全面
现场检查，并会同原国家卫生
计生委部署做好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处置工作，湖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进驻武汉生物，
企业及时封存和召回不合格疫
苗。经查，武汉生物 2016年生
产的 201607050-2批次效价
不合格疫苗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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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召
回全部未使用的疫苗，并于
2018年 5月 4日在武汉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督下进
行了销毁。按照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湖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企
业整改，武汉生物加强关键工
艺设备的维保工作，保证设备
正常运行，修订分装规程，加强
分装过程质量控制，加强人员
培训，提高人员质量意识，确保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对企业有效期内的其他批
次百白破疫苗进行抽样检验，
检验结果符合规定。在随后批
签发工作中，对企业连续生产
的 30批百白破疫苗效价进行
检测，结果全部符合规定。
2018年 3月，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再次派出检查
组，对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整
改情况进行检查，企业已经完
成整改，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药品 GMP）。

问：对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是如何处罚的？
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要求地方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对武汉生物依

法规、按程序进行处罚。2018 法》有关法律法规，对武汉生
年 5月 29日，武汉市食品药 物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
品监督管理局依照《药品管理 的行政处罚决定。 据新华社

中国社科院：

四类家庭孩子易用网过度
类亲子活动，孩子沉迷网络的比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大 例就越高。
《读本》指出，父母抗拒网络
数据研究中心联合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青少年 的家庭孩子易用网过度。调查数
网络素养教育读本》。《读本》指 据显示，父母反对孩子上网，孩
出，自我认同感较低的孩子、面 子过度用网比例为 9.9%，父母支
对压力难以应对的孩子、家庭中 持孩子上网，孩子过度用网比例
缺乏温暖的孩子、生活中缺乏朋 仅为 1.7%，相差了 8个百分点；
友的孩子更易用网过度。根据这 家长不上网，孩子过度用网比例
些特点，读本总结出四类家庭易 为 8.4%，家长上网的孩子过度用
网比例为 5.7%，相差近 3个百分
出现孩子用网过度。
《读本》指出，亲子活动少的 点。从这几点可以看出，网络并
家庭孩子易用网过度。中国青少 不是孩子过度使用的罪魁祸首。
《读本》指出，教育粗暴的家
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过度
使用网络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 庭孩子易用网过度。对不同家庭
进行亲子活动的比例更低。数据 的教养方式进行研究后发现，粗
显示，与适度使用网络的孩子相 暴、溺爱、疏离型家庭里长大的
比，过度使用网络甚至沉迷网络 孩子，沉迷网络的比例更高，而
的孩子中，父母从不与他们一起 民主型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沉迷
做家务的比例高出 8.7个百分 网络的比例更低。另外，父教缺
点，从不一起运动高出 11.5个 位的家庭孩子易用网过度：沉迷
百分点，从不一起玩游戏高出 网络的孩子另一个家庭环境特
14.5个百分点，从不一起用电 征是亲子交流少，父母与子女的
脑高出 8.3个百分点。这说明， 关系较差，尤其是孩子与父亲的
父母越是不与孩子一起进行各 关系差。

走进甘南 传递爱心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助力
——
“
同心·共铸中国心”甘南行活动
7 月的甘南，山清水秀，格桑花开。“
同心·共铸中国心”甘南行大型公
益活动，于 7 月 7 日 -15 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举行。清华大学玉泉
医院派出由医务处周晓宏处长带领四名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志愿者小组
赶赴甘南州合作市。 他们带着医务工作者的爱心，带着十年来不忘初心的
大爱，带着对藏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再一次助力
“
同心·共铸中国心”大型公
益活动，为精准健康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位专家全面参与义诊
等帮扶活动

了儿童福利院慰问活动，入户巡
诊以及签订因病致贫家庭的一对
一帮扶等系列健康帮扶活动。

脊柱裂等。入户筛查时，潘主任发
现因罹患脑肿瘤而因病致贫的情
况也比较突出，如果能有一种长
效机制来救治脑肿瘤患者，对贫
困家庭乃至社会意义重大。
继续携手“同心·共铸中
国心”传递爱心

谈到此次甘南行活动的体
会，医务处周晓宏处长表示：感谢
步长制药帮助搭建这么好的平
甘南行活动中，清华大学玉 呼吁加强预防检查、帮
台，感谢“同心·共铸中国心”组委
泉医院医务处周晓宏处长、消化科 助重病家庭
会提供的机会。这次深入甘南山
许彤丽主任、普外科田学军主任、
那吾镇义诊专家合影
区义诊，我们看到了精准扶贫政
神外科潘鑫主任，在海拔 3000多
义诊过程中，专家们也遇到
策正在落实，当地政府也做了很
米的高原，不畏长途跋涉，不畏艰 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病情。7月 10
多工作，乡村卫生院也建立了高
辛，忍受身体的不适，为藏区百姓 日一大早，合作市那吾镇卫生所
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档案，对
解除病痛，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 义诊点挤满了前来就诊的当地各
困难群众实行了帮扶。
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他们凭借精 族群众。在人群中，一位匆忙赶来
周处长还表示，我们也感受
湛的医术，耐心的讲解，为患者带 的老奶奶和她的孙子引起了专家
到了有一些方面还需要政府投入
来福音。镇卫生院、寺庙、农户家 们的注意。小男孩名叫宣宣（化
更多，比如疾病控制方面、医务人
名），今年四岁多。
里，都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许彤丽主任凭借扎实的基本
现场接治医生介绍，正常的 专家签订因病致贫一对一帮扶协议 周晓宏处长探望福利院的孩子 员培训方面和老百姓饮食卫生习
功，听诊发现一位 18岁患者心脏 四岁左右小孩头围一般是 40厘
惯方面都需要加强。
甘南行活动中，清华大学玉
有杂音，当场做心脏超声检查，确 米左右，成年人的头围一般在 但是由于家庭困难，难以支付高昂 有完全得到普及。此外，专家表示，
孕期检查也十分必要，如果宣宣的 泉医院的各位专家不仅认真为
诊为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 55-60厘米。而经现场测量，宣宣 的医疗费用，病情不断恶化。
潘鑫主任等专家表示，宣宣 母亲在怀孕期间做了孕检，此种情 藏民诊疗，还为他们讲解一些调
许主任因连续工作出现高原反 的头围 65厘米，大大超过正常儿
应，仍带病坚持义诊，感动和感染 童的标准。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外 这种脑积水是属于先天性的，主要 况会得到很大的控制。对于这样的 理和预防疾病的知识，让边远地
着同行的志愿者。
科潘鑫主任等初步诊断，男孩患的 原因是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补充 病情，潘鑫主任也表示要尽办法为 区的藏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
到北京专家的医疗与服务，圆满
田学军主任在义诊中手把手 是先天性脑积水，该疾病在我国并 叶酸，如果他的母亲在孕期补充了 他们争取救治机会。
潘主任通过义诊和入户走 完成了此次任务。清华大学玉泉
教肩周炎病人康复训练，他也表 不罕见，主要发病于新生儿当中。 叶酸，这种病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示，下次活动可以结合自己的特 由于发现不够及时，很多患者错过 的。现今，在我国很多城市，叶酸片 访，发现大山中孕期预防和孕检 医院志愿做“同心·共铸中国心”
长为当地患者做一些小手术。
了最佳治疗时间。据现场了解，宣 已经成为免费向孕妇发放的药品， 做得远远不够，导致先天性神经 传播爱的使者，一年年把爱心传
在甘南，专家们还一同参与 宣在一岁半的时候就确诊了此病， 但是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还没 管畸形多发，包括先天性脑积水、 递下去！
（柯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