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打生態環境監測數據作假
三年督查行動計劃將展開

武漢生物疫苗事故處罰偏輕
核查組公佈核查進展 轟地方監管不到位

香港文匯報訊 按照國務院要求，

國家藥監局會同國家衛生健康委等

部門組成核查組8月1日赴湖北，對

2017年發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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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價不合格百白破疫苗處置工作開

展核查。據新華社報道，核查組認

定，武漢生物公司未按生產規程操

作；地方監管部門存在監管不到位

的問題；對事故的處罰沒有按國家

有關法規和規定從嚴從重，行政處

罰偏輕。

不合格疫苗核查結果
■武漢生物公司未按生產規程操
作，未對故障時段分裝的產品進行
專門檢驗。

■百日咳效價2.8IU/劑，國家標準
為不低於4IU/劑，不符合規定。

■流向河北、重慶兩省市的不合格
百白破疫苗已開展補種工作。

■地方監管部門存在監管不到位問
題；對事故的處罰沒有按國家有關
法規和規定從嚴從重，行政處罰偏
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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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組抵達武漢後召開了全體會議，決
定設立綜合組、調查組、補種組、專

家組等工作組，全面開展核查工作。核查組
聽取了湖北省政府、省市監管部門和武漢生
物公司的匯報，通過現場勘查、調閱文件、
核查卷宗記錄、比對數據資料、約談有關人
員等方式，還原了設備故障現場情況，核實
了百白破疫苗生產經營情況，確認了不合格
疫苗流向和補種情況，摸排了企業存在的風
險隱患，查核了地方監管部門日常監管和執
法處罰情況。

未對故障時段產品作檢驗
經核查，該批次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為
2016年7月19日生產。因分裝設備傳動鏈
條故障導致停機20分鐘。停機期間，因灌

裝前的半成品緩衝罐搖動不充分，導致該批
次疫苗有效成分分佈不均勻。企業出廠自
檢時，未考慮到設備故障可能引起質量不
穩定的問題，未對故障時段分裝的產品進
行專門檢驗，仍按照常規方法進行抽檢，
致使自檢效價結果未能真實反映該批次疫
苗質量狀況。
該批次疫苗上市前，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

究院（以下簡稱中檢院）對疫苗批簽發有效
性指標按規定的比例進行隨機抽檢時，未抽
到故障時間段分裝的疫苗。2017年10月27
日，中檢院在國家藥品抽驗中發現，該批次
白喉效價 81IU/劑，國家標準為不低於
30IU/劑；破傷風效價56IU/劑，國家標準
為不低於40IU/劑，這兩項指標符合規定。
百日咳效價2.8IU/劑，國家標準為不低於

4IU/劑，不符合規定。

冀渝疫苗補種工作已展開
經核查，武漢生物公司已召回該批次全部
未使用的疫苗，並在武漢市藥品監管部門監
督下銷毀。中檢院對武漢生物公司其他批次
百白破疫苗進行了檢驗，質量指標均合
格。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的河北、重慶

兩省市已按照要求開展補種工作。截至目
前，已分別完成了應補種兒童總數的
71%、75%。考慮到百白破疫苗應分別在
3、4、5、18月齡進行4劑次接種，尚未補
種的後續劑次需根據受種兒童的實際接種
情況確定間隔時間。因此，補種工作完成
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核查組認定，武漢生物公司未按生產規程

操作。地方監管部門存在監管不到位問題。
對事故的處罰沒有按國家有關法規和規定從
嚴從重，行政處罰偏輕。
核查組強調，下一步，國家藥監局將會同

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督促企業進一步整改，
依法嚴肅追究企業和監管部門責任、落實補
種措施、及早發佈核查處理結果。其他相關
後續工作正在抓緊進行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為着力解
決當前生態環境監測質量存在問題，中國官
方將展開生態環境監測質量監督檢查三年行
動計劃。生態環境部監測司有關負責人昨日

在北京表示，下一步將按該行動計劃有條不紊
地開展2018年度監督檢查工作，嚴厲打擊弄
虛作假行為，全面提升生態環境監測質量。
近年來，中國生態環境監測工作取得積極
進展，初步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協同、社會
參與、公眾監督的生態環境監測新格局。但
生態環境監測質量還存在着一些亟需解決的
突出問題，如排污單位監測數據弄虛作假屢
禁不止，社會環境監測機構服務水平良莠
不齊，個別地方不當干預環境監測行為時
有發生。

山西臨汾人為干擾近百次
生態環境部日前通報，2017年4月至2018

年3月，山西臨汾市6個國控空氣自動監測站
通過堵塞採樣頭、向監測設備灑水等方式，
人為干擾近百次，導致監測數據嚴重失真達
53次。並稱「臨汾市環境空氣質量監測數
據造假是一宗有組織、有預謀的蓄意犯罪
行為」。
2017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

公廳印發《關於深化環境監測改革提高環境
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
年，確保環境監測數據全面、準確、客觀、
真實。
生態環境部近日印發《生態環境監測質量監

督檢查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生態
環境部監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該行動計劃
分三年完成，2018年，重點檢查10個省份的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長江經濟帶重點排污單
位和內地10%的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點運維
質量；2019年，重點檢查10個省份的生態環
境監測機構、汾渭平原重點排污單位和內地
10%的環境地表水自動監測站點運維質量；
2020年，重點檢查其餘11個省份生態環境監
測機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重點排污單位。
生態環境部與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日前

聯合印發通知，針對各級各類生態環境監測
機構和機動車檢驗機構開展專項檢查。據介
紹，現場檢查擬在8月下旬啟動，以「保
真」和「打假」為主基調，共同加強對中國
生態環境監測機構監管，規範其監測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海事局網站
昨日消息，青島海事局當日發佈航
行警告指，昨日（ 10 日）下午 6 時至
13 日下午 6 時，在黃海（青島至日照以
東）的海域一個區域內將組織重大軍事
活動。
據消息指，涉及的區域為以下5點連線內

（使用2000中國大地坐標系統）：
(1) 35-55.00N/120-20.00E；(2) 35-55.00N/
121-37.00E； (3) 35-08.00N/121-37.00E；
(4) 35-08.00N/119-50.00E；(5) 35-33.50N/
119-50.00E。
青島海事局提醒，為確保安全，任何船
舶不得進入上述區域。

■生態環境監測質量監督檢查三年行動計劃
將展開。圖為山西民眾在霧霾中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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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組公佈調查進展核查組公佈調查進展，，武漢生物公司未按生產規程操武漢生物公司未按生產規程操
作作；；地方監管部門存在監管不到位問題及對事故處罰偏地方監管部門存在監管不到位問題及對事故處罰偏
輕輕。。圖為執法人員在防疫中心檢查疫苗圖為執法人員在防疫中心檢查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報道，村口
河涌黑又臭，位於廣州市白雲區一村（居）級
河長卻視而不見！廣州市河長辦日前通報了花
都區花東鎮高溪河（大沙河）山下村段河長潘
國強的履職情況：今年前7個多月的時間裡，
其巡河長度為零記錄共90次，手機定位顯示其
所謂的「巡河」居然是在村委會辦公室裡。
報道指，高溪河山下村段緊鄰路邊的河流現

狀是涌水黑如墨汁，並不時冒着白泡，遠遠就
能聞到臭味。此外，河道兩岸到處都是生活垃
圾和建築垃圾等。潘國強在219天的時間裡沒
有上報過一個問題。而市級巡查組於8月3日一
天內在其管轄的河段發現疑似污染源問題10

個，包括排水設施問題5個，生活垃圾問題4
個；建築廢棄物堆放1個。
當了10餘年書記兼村長的潘國強前日受訪時

還說：「我從去年開始當河長以來，基本每天
上班就會巡河，沒有時間巡也會委託村裡的其
他人去巡。不過自己使用河長App不熟練，所
以有些（巡河）記錄沒有。」
不過，他的說詞立即被通報揭穿。據通報，

潘國強在河長App裡的巡河次數很多，但90次
只是點開App，時間超過10分鐘後就關掉。根
據定位顯示，他都在村委會內，並未真正巡河。
據報道，廣州市河長辦已督促花都區對潘國

強啟動問責程式。

穗村河長說去巡河 卻被定位在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外
國航空公司官網對於港澳台地區的標
注問題整改最終結果出爐。中國民用
航空局（下簡稱「中國民航局」）昨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上，民航局綜合司
副司長顧曉紅回答提問時稱，截至7月
25日，44家涉事航空公司中， 40家完
成整改，其餘4家於7月25日向民航局
提交了整改報告，表示整改內容正在
陸續上線，並懇請民航局兩周後對其
官網進行審查。目前，民航局有關部
門正在對相關航空公司的官網整改情
況進行審核評估。
今年 1月 13日，中國民航局發佈

《關於要求外航立即開展網站等宣傳
途徑自查的通知》，要求所有經營至
中國航線的外國航空公司立即對其公
司官方網站、App及其他宣傳途徑開展
自查，是否存在將中國的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錯誤列為「國
家」及其他不符合中國法律的情況；
如存在上述情況，應立即採取措施加
以整改。
中國民航局當時表示，將對後續整

改情況進行核查，對不符合的外國航
空公司將依法依規採取進一步的措
施。此後，中國民航局致函44家航空
公司，要求其就錯誤標注中國台灣和
港澳地區的信息進行整改，7月25日是
更名最後期限。
7月26日，中國民航局發佈消息稱，

截至7月25日，涉事44家外國航空公
司全部進行了整改，其中40家已完
成。中國民用航空局對相關外航遵守
一個中國原則、及時進行整改的舉動
表示肯定。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美國
航空公司、美國達美航空公司、美
國夏威夷航空公司等4家航空公司於
7月25日向中國民用航空局提交整改
報告，表示整改內容正在陸續上
線，並懇請中國民用航空局兩周後
對其官網進行審查。經核實，其官
網確已開始進行整改，但整改內容
還不完整。中國民用航空局將密切
關注，並視情況決定是否啟動相應
民航管理程序。
8月9日是上述四家美國航空公司申
請延遲整改的最後期限。

40外航完成涉台標注修改
剩餘4家提交整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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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昨起黃海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
院辦公廳日前轉發教育部等部門《教育
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公費教育實施
辦法》。該辦法將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
公費師範生履約服務期調整為6年。
該辦法從選拔錄取、履約任教、激

勵措施、條件保障等方面，對師範生
公費教育政策予以改進和完善。一是
確立師範生公費教育制度。辦法規
定，國家公費師範生享受免繳學費、
住宿費和補助生活費政策，通過雙向選
擇等方式切實為每位畢業的公費師範生
落實任教學校和崗位。支持各地探索免
費培養、到崗退費、學費補償和國家
助學貸款代償等多種公費方式，逐步
健全師範生公費教育制度體系。
二是調整履約任教年限要求。辦法

將公費師範生履約服務期調整為6年，
6年恰好能夠完成小學或中學完整的教
學周期。同時，體現傾斜支持農村地
區教師隊伍建設，到城鎮學校工作的

公費師範生，應到農村義務教育學校
任教服務至少一年。
三是細化履約管理政策。辦法對公

費師範生選拔培養、協議管理、人事
招聘、履約就業、工作調動、攻讀碩
士學位等重點環節作出明確規定。針
對非公費師範生進入、公費師範生入
學後轉專業、因特殊情況跨省任教或
申請中止協議等情形，作了進一步細
化和規範。
四是加大落實政策保障力度。辦法

通過改進招生選拔方式、完善學習激
勵考核、開展表彰獎勵等措施，吸引
優秀人才報考公費師範生。通過建設
國家教師教育基地和改革創新實驗
區、整合優質資源等新舉措，提升師
範生培養質量。強化各級政府及教
育、財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機構編
制部門的職責分工，解決好公費師範
生招生培養、履約就業、入編入崗、
經費保障等問題，確保政策落地。

教育部直屬師大公費師範生
履約服務期調整為6年

■廣州白雲區河涌有問題無上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