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藥監局：徹查全國所有疫苗生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網站消息，國家藥監局從昨日起，在2018
年年初對全國45家疫苗生產企業全覆蓋
跟蹤檢查的基礎上，組織全國監管力
量，派出檢查組對全部疫苗生產企業原輔
料、生產、檢驗、批簽發等進行全流程、
全鏈條徹查，保障人民群眾用藥安全。
國家藥監局指，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總局接到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
（以下簡稱中檢院）報告，在藥品抽樣

檢驗中檢出長春長生生物公司生產的批
號為201605014-01、武漢生物製品研究
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武漢生物公
司）生產的批號為201607050-2的百白
破疫苗效價指標不符合標準規定。其
中，長春長生生物公司生產的該批次疫
苗共計252,600支，全部銷往山東省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武漢生物公司生產的
該批次疫苗共計400,520支，銷往重慶
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90,520支，銷往

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10,000支。
立即停止使用不合格產品，責令疫苗生
產企業報告兩批次不合格疫苗出廠檢驗
結果，對留樣重新檢驗，認真查找效價
不合格原因。
國家藥監局指，長春長生生物公司自

去年以來一直未恢復百白破疫苗的生
產。武漢生物公司整改後，中檢院對其
連續生產的30批百白破疫苗進行效價
測定，結果全部符合規定，結合現場檢

查，恢復生產。
國家藥監局指，中國已經建立起覆蓋

疫苗「研發—生產—流通—接種」全生
命周期的監管體系，擁有比較完備的疫
苗監管體制、法規體系和標準管理，建
成科學嚴謹的疫苗註冊審批制度，實施
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的藥品GMP和嚴
格的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範，上市疫苗
全部實行國家批簽發管理，並建立了疫
苗接種異常反應監測報告系統。

另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為貫徹落
實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關於長春
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違法違規生
產狂犬病疫苗案件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7月23日國務院調查組趕赴吉林，
開展長春長生違法違規生產狂犬病疫苗
案件調查工作。調查組第一次會議提出
了七個方面的要求，對公職人員履職盡
責進行調查，發現失職瀆職行為的要嚴
肅問責。

武漢生物 萬問題疫苗銷冀渝
兩地逾28萬人已接種 查處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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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每日經

濟新聞》、澎湃新聞及騰訊財經

報道，與正處在漩渦中心的長生

生物曾一起登上質量「黑榜」的

武漢生物，也開始引起越來越多

人的關注。與長生生物公司25

萬支問題疫苗相比，武漢生物製

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涉案批次

百白破疫苗數量更多，共計

400,520支，銷往重慶市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190,520支，銷往河

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10,000

支。根據此前河北重慶兩地的疾

控 中 心 網 站 披 露 ， 河 北 有

14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疫苗，

而重慶的不合格疫苗則涉及

142,343名兒童。截至昨日，包

括《每日經濟新聞》在內的多家

媒體多次致電武漢生物辦公室電

話，但一直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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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武漢生物官網，其創建於
1950年，是國家醫學微生物學、免
疫學、細胞工程、基因工程的主要
研究機構和生物製品產、學、研、
銷一體的大型高新技術企業，也是
中南地區免疫規劃指導中心。武漢
生物是隸屬於央企中國生物的重點
企業。

武漢生物的主導產品包括吸附無
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凍乾人用狂

犬病疫苗；乙型腦炎減毒活疫苗；
麻疹減毒活疫苗；麻疹—腮腺炎聯
合減毒活疫苗；人血白蛋白、人免
疫球蛋白和狂犬病；乙型肝炎；破
傷風等三種特異性免疫球蛋白。武
漢生物還是中國吸附無細胞百白破
聯合疫苗最大製造公司，市場份額
高達80%，公司擁有年產7,500萬
劑量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生
產基地。
但武漢生物去年底出問題的疫苗

也就是其拳頭產品吸附無細胞百白
破聯合疫苗。 ■騰訊財經

武漢生物隸屬央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
道）山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昨日通過官
方賬號發佈《關於百白破疫苗補種有關事
項的問答》，表示近期山東省將組織開展
對接種過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
的 不 合 格 百 白 破 疫 苗 （ 批 號
201605014-01）兒童進行補種工作。補種
將按照知情同意、自願免費的原則開展。
針對為何現在才開展補種等相關工作疑

問，該《問答》稱，2017年10月29日百白
破疫苗問題公佈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對兩家企業生產的所有在有效期內的
百白破疫苗樣品進行了檢驗，隨後國家衛
生計生委組織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對補
種技術方案進行了論證，並與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反覆確認了疫苗的安全性、
有效性以及生產企業的主體責任。「在技
術方案得到了充分論證、各方面保障已到
位等情況下，才開展此次補種工作。」
山東疾控中心表示，此次使用的疫苗經

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檢定為合格，補
種不會對受種者帶來常規不良反應以外的
安全性風險。但同時亦表示，任何疫苗的
保護效果都不能達到100%。
《問答》稱，無論是否接受了補種，如
果接種了效價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的兒童在
5周歲內罹患疫苗針對性疾病，相關疫苗
生產企業都應給予經濟補償。

山東將開展補種
涉事童可獲補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據《《每日經濟新聞每日經濟新聞》》報報

道道，，記者通過檢索網絡數據平台記者通過檢索網絡數據平台，，發現長春長發現長春長

生涉及多宗行賄生涉及多宗行賄，，其通過行賄地方醫院其通過行賄地方醫院、、疾病防疫部疾病防疫部

門門，，給予回扣方式推銷產品給予回扣方式推銷產品。。武漢生物也不例外武漢生物也不例外，，雖然武漢生雖然武漢生

物是非上市公司物是非上市公司，，公司具體的營銷費用支出無從知曉公司具體的營銷費用支出無從知曉。。但通過檢但通過檢

索發現索發現，，武漢生物於產品銷售過程中同樣涉及武漢生物於產品銷售過程中同樣涉及「「賄賂賄賂」」案案。。

今年今年55月月2222日的一份判決書顯示日的一份判決書顯示，，武漢生物銷售人員在蚌埠武漢生物銷售人員在蚌埠

市銷售其公司的狂犬免疫球蛋白時市銷售其公司的狂犬免疫球蛋白時，，為了感謝時任蚌埠市疾病為了感謝時任蚌埠市疾病

控制中心行政科科長郭某在採購疫苗上的幫助控制中心行政科科長郭某在採購疫苗上的幫助，，曾分四次送曾分四次送

給郭某共計給郭某共計99..11萬元萬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及手機一部及手機一部，，法院法院

判決其構成行賄罪判決其構成行賄罪。。

另外另外20162016年年1212月月1616日的一份判決書顯示日的一份判決書顯示，，20092009

年至年至20152015年期間年期間，，國家工作人員陳某為武漢生國家工作人員陳某為武漢生

物業務員王某乙銷售疫苗提物業務員王某乙銷售疫苗提

供幫助供幫助，，收受王某收受王某

乙乙00..99萬元現萬元現

金金。。

疫苗銷售屢涉行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近日內
地假疫苗問題備受關注，民建聯昨日表
示，民建聯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
政協委員已就此事去函國家藥品監督管
理局表達關注，並期望相關國家單位採
取一切有效措施，妥善解決事件。
吉林長春長生生物公司生產的疫苗被揭

發造假，引起全國關注。民建聯昨日表
示，該黨的人大及政協代表就此事去函國
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表達關注，期望相關國
家單位採取一切有效措施，確保假疫苗不
再流入市場，以妥善解決事件。
民建聯並希望當局能在日後加強生

產及銷售作業、藥品及疫苗質量的監

管與檢測工作，以挽回社會對疫苗生
產、銷售和監督制度的信心。
身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譚耀宗昨日拍

片，對是次事件深表震驚。他指出，疫
苗會直接注射到體內，危害兒童的健
康，事態相當嚴重，需要「深刻的檢
討」。他促請有關部門盡快徹查事件真
相，同時未來要做好善後及監察工作，
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民建聯促妥處假疫苗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吉林長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生
產記錄造假等事件近日引起社會

關注，各級執法和監督機構也迅速
介入。廣州市檢察院昨日發佈消息表
示，即日起，廣州檢察機關將開展「問
題疫苗」等涉藥品安全領域公益訴訟專
項監督工作，將協同多部門，採取綜合
措施對問題疫苗進行執法監督。
廣州市檢察院下發的《關於開展
「問題疫苗」等涉藥品安全領域公益訴

訟專項監督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
《通知》）稱，全市檢察機關要自覺主
動履行維護社會公益的法定職責，積極
開展「問題疫苗」等涉藥品安全領域公
益訴訟專項監督工作，綜合運用法律監
督手段，協同行政執法部門、公安機
關、監察委員會增強治理能力。
《通知》指出，對生產、銷售偽劣

疫苗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等損害國家
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公益
訴訟立案條件的，依法及時啟動公益訴
訟程序；涉嫌構成刑事案件的，依法移
送公安機關處理；涉嫌職務違法和職務
犯罪的，依法移送監察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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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河北省疾控中心消息，
共有21萬支武漢生物生產
的效價指標不合格的百白破
疫 苗 進 入 河 北 ， 共 有
14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
疫苗。圖為食藥監執法
人員在防疫中心檢
查疫苗。 法新社

■江西一間疾控中心的護士在給兒童接種
疫苗。 美聯社

公開資料顯示，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
限責任公司位於湖北武漢市江夏區，

其疫苗產品有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
凍乾人用狂犬病疫苗、乙型腦炎減毒活疫
苗、麻疹減毒活疫苗、麻疹—腮腺炎聯合減
毒活疫苗。該公司有各類生物制劑的生產文
號119個。

武漢食藥監處罰判決未公開
武漢市食藥監局2018年6月行政處罰信息

公開表顯示，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
公司生產的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批
號：201607050-2，規格：0.5ml），經檢
驗，其「效價測定」項不符合標準規定、被
判定為不合格。案件名稱「生產銷售劣
藥」。該公司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
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款、第三款第
（六）項的規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
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
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
的規定，處以沒收違法所得、罰款。
湖北省食藥監局藥品化妝品（醫療器械）
稽查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武漢市食藥監局
已對涉百白破問題疫苗事件的武漢生物製品
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武漢生
物」）作出行政處罰。但罰沒款的金額尚未
對外披露，該行政處罰決定書也未公開。
河北省疾控中心官網消息，流入河北省效

價指標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為武漢生物製品
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批號為
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不合格原因主
要是效價指標不符合標準規定。據統計共
有21萬支進入河北，流向石家莊、廊
坊市及定州三地，共有143,941人
使用了不合格疫苗。重慶市衛

計委在官網披露，190,520支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分別流向該市27個區縣，涉及兒童
142,343人。

65萬支問題流向全部查明
至此，所有65萬支問題疫苗流向已全部

查明公佈。
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信息顯示，此前，武

漢生物還曾因接種疫苗產品的不良反應而引
來多宗訴訟。
如2017年10月11日的一份判決書顯示，

2012年12月5日出生的王某前往社區衛生中
心接種了由武漢生物生產的吸附無細胞百白
破聯合疫苗和由天壇生物生產的糖丸疫苗。
當晚，王某出現高熱，體溫38℃。次日，王
某在武漢市第三醫院就診，被診斷為上呼吸
道感染。2013年10月14日，王某被北大醫
院兒科門診診斷為癲癇。
湖北省武漢市洪
山區預防
接種異常
反應調查診
斷專家組作出
《 調 查 診 斷
書》認定：「可
能屬於預防接種
異常反應」。
法院綜

合多方面因素經審理查明，武漢生物對王某
損害的發生並不存在過錯，但王某接種疫苗
後的人身權益受到損害的事實屬實，為此，
一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
法》第二十四條「受害人和行為
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
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
分擔損失」的規定，酌定武漢生
物承擔一定的賠償。
在另外一宗許某與武漢生物、天

壇生物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
權糾紛的案件中，判決書同樣
指出雖然兩公司的疫苗係
合格產品，兩公司對許
某損害的發生並不存
在過錯，但出於
人道主義責任

要求武漢生物等承擔一定的損失。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武漢生物在2018年6
月遭到行政處罰的產品同樣有吸附無細胞
百白破聯合疫苗，而該產品正是多份判
決書裡所涉及到的糾紛產品。連日
來，包括《每日經濟新聞》、
澎湃新聞等在內的多家媒體
記者多次致電武漢生物
辦公室電話，但一直
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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