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春長生問題疫苗
同批號分銷山東安徽

長生假疫苗案 四高官丟烏紗
習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 責成吉林省委省政府及國家藥監局檢查

中國航展11月舉行 「陸海空天電」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會

議，聽取關於吉林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調查及有關問責情況的匯

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會議也同意，

對吉林省分管食品藥品監管工作的副省長金育輝予以免職；責令吉林省政

協副主席李晉修辭職；長春市長劉長龍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記、副

局長畢井泉引咎辭職；並對35名非中管幹部進行問責。會議責成吉林省

委和省政府、國家藥監局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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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第十二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
（簡稱中國航展）將於11月6日在珠海揭
幕。
據主辦方昨日透露，至今已確定參加國
家和地區43個，國內外參展商770家，世
界知名航空航天企業基本悉數參展，一批
代表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精、尖」展品
有望集體亮相，展覽規模再創歷史新高。
其中，中國10大軍工企業大規模參展，中

國空軍、陸軍將同台展示代表當今先進水
平的現役武器裝備，中國船舶系統企業也
將攜海上防務展品參展，首次實現「陸、
海、空（軍）、天（衛星）、電（無線電
干擾）」全領域覆蓋。
主辦方透露，世界知名航空航天企業也

基本悉數亮相，特別是「世界TOP100」
航空航天企業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
展比例有較大幅度提高。除美國、俄羅
斯、法國、加拿大、意大利、烏克蘭、捷

克等傳統歐美國家展團參加此屆航展外，
德國、英國展團強勢回歸，荷蘭、比利
時、瑞士等國也組織企業參展。
飛行表演是每屆中國航展的「重頭

戲」。主辦方透露，此屆將迎來飛行表演
和地面動態演示交相輝映，「陸空一體」
大演示格局基本成形。除中國人民解放軍
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外，其中沙特阿
拉伯皇家空軍「沙特之鷹」已確定首次來
華飛行表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茅台集團13日晚在其官網上發佈聲明，顯
示其已尊重並接受「國酒茅台」不予註冊
決定，不再糾結「國酒」名號，稱將與
「廣大兄弟企業和衷共濟」。一場歷時十
餘年的「公案」至此畫上句號。
其間，媒體報道公佈了該份聲明的截屏
圖，但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瀏覽茅台官網

時，發現聲明在其原來出現的「公告公
示」欄內已不見蹤影。儘管如此，多家
媒體的公開報道，依然確認了這一消
息。
公開資料顯示，為申請註冊「國酒茅

台」商標，茅台集團已奔波17年，其間風
波不斷。最新的結果，則是國家商標評審
委員5月25日作出「不予註冊」的復審決

定。茅台集團不服，於7月向北京市知識
產權法院起訴國家商標評審委員會，要求
撤銷這一「不予註冊」的復審決定。一同
被起訴的還有當初對「國酒茅台」提出商
標異議的31個第三方，涉及五糧液、劍南
春、郎酒、汾酒等。
時隔半月發出該份名為「關於申請撤回

『國酒茅台』商標行政訴訟案件起訴的聲
明」，則為這宗歷時十餘年的「公案」，
最終畫上了句號。

茅台17年「國酒」商標夢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西桂
林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開宣判中共湖
南省委原常委、宣傳部原部長張文雄受
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法院以受賄

罪判處張文雄有期徒刑13年，並處沒收
個人財產200萬元（人民幣，下同）；
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
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並處沒收
個人財產200萬元；對張文雄受賄所得
財物和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及其孳
息，予以追繳並上繳國庫，不足部分
繼續追繳。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2年至2016年上

半年，張文雄利用其擔任中共湖南省委
副秘書長、中共懷化市委書記、中共衡
陽市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
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
在工程承攬、職務調整、項目開發等事
項上提供幫助。2004年下半年至2016年
6月，張文雄直接或通過其妻子涂愛芳非
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2,335萬餘元。另外，張文雄家庭財產和
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其對共計折
合人民幣 5,158 萬餘元的財產不能說明
來源。

會議指出，這宗問題疫苗案件發生以
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多次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立即查清事實真相，嚴
肅問責，依法從嚴處理，堅決守住安全底
線，全力保障群眾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大
局。在中央堅強領導下，國務院多次召開
會議研究，派出調查組進行調查，目前已
基本查清案件情況和有關部門及幹部履行
職責情況。

生產者逐利枉法 編造假記錄
會議強調，疫苗關係人民群眾健康，關
係公共衛生安全和國家安全。這宗問題疫苗
案件是一宗疫苗生產者逐利枉法、違反國
家藥品標準和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編
造虛假生產檢驗記錄、地方政府和監管部
門失職失察、個別工作人員瀆職的嚴重違
規違法生產疫苗的重大案件，情節嚴重，
性質惡劣，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既暴露出
監管不到位等諸多漏洞，也反映出疫苗生
產流通使用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要深
刻汲取教訓，舉一反三，重典治亂，去疴
除弊，加快完善疫苗藥品監管長效機制，
堅決守住公共安全底線，堅決維護最廣大
人民身體健康。

需落實監管責任 建質量安全體系
會議強調，要完善法律法規和制度規

則，明晰和落實監管責任，加強生產過程現
場檢查，督促企業履行主體責任義務，建立
質量安全追溯體系，落實產品風險報告制
度。對風險高、專業性強的疫苗藥品，要明
確監管事權，在地方屬地管理的基礎上，要
派出機構進行檢查。要加強監管隊伍能力建
設，盡快建立健全疫苗藥品的職業化、專業

化檢查隊伍。要提高違法成本，對那些利慾
熏心、無視規則的不法企業，對那些敢於挑
戰道德和良知底線的人，要嚴厲打擊，從嚴
重判，決不姑息。對涉及疫苗藥品等危害公
共安全的違法犯罪人員，要依法嚴厲處罰，
實行巨額處罰、終身禁業。要加強幹部隊伍
建設，激勵擔當作為，切實履行職責，對失
職瀆職行為嚴肅問責。
會議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落實習近

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認識藥品安
全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深刻汲取教訓，落實
監管責任，堅持疫苗質量安全底線。要健全
問題疫苗處置後續工作機制，做好疫苗續種
補種工作，穩妥有序開展賠償工作，完善疫
苗管理長效機制。

沒收公司違法所得 處最高罰款
此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也主持召

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吉林長春長生公司
問題疫苗案件調查情況匯報。會議確定，一
是嚴懲違法犯罪行為，嚴肅追究責任。依據
《藥品管理法》，由相關方面依職權沒收長
春長生公司所有違法所得並處最高罰款。同
時對負有監管責任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相
關責任人嚴厲追責，以儆效尤。
二是抓好補種、保障合格疫苗供應、督
促企業整改等後續工作。在目前已對全國疫
苗生產企業圍繞質量安全開展排查基礎上，
進一步深入細查，發現問題及時公告、及時
處理。
三是抓緊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健全最嚴

格的藥品監管體系，完善疫苗全鏈條監管
和電子追溯等制度，堵塞監管漏洞，推動
國產疫苗技術升級，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用
藥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麗濟南報道）
山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網站昨日消
息顯示，國務院調查組前日公佈的長春長
生疫苗調查結果，該公司生產的批號為
201605014-02的百白破疫苗為效價不合格
產品，該批號疫苗銷往山東省223,800支，
發往青島、棗莊、煙台、日照、萊蕪和臨
沂6個市，已接種211,649支，損耗、封存
12,151支，涉及188,133名兒童。
另據中通社報道，長春長生不合格疫苗

產品批號為 201605014-02，部分銷往安
徽。201605014-01批次則未銷往安徽。
安徽省衛計委表示，經核查，該批號
23,400支疫苗全部銷往黃山市，已經使用
20,123支、損耗61支、封存3,216支，涉及
13,005名兒童。

將迅速啟動補種工作
根據國家要求，山東省衛計委會同山東

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制定了《關於長春長生
公司201605014-02批號效價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補種工作實施方案》，將迅速啟動補
種工作。
此前，2017年11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

管總局公佈長春長生公司效價不合格百白
破 疫 苗 ， 其 中 有 252,600 支 批 號 為
201605014-01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入山
東，主要流向濟南、淄博、煙台、濟寧、
泰安、威海、日照、萊蕪等8個市。這批疫
苗已接種 247,359 支，損耗、封存 5,241
支，涉及兒童215,184人。
據調查顯示，長春長生公司生產的效價

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涉及同一批次的兩個批
號的產品，共計49.98萬支。其中，接種過
批號為201605014-01不合格疫苗的兒童，
已按照今年2月6日的補種工作通知進行了
補種，截至目前，已完成應補種兒童總數
的76.2%。

湖南省委原常委張文雄囚15年

■■張文雄昨日公開庭審情況張文雄昨日公開庭審情況。。 中新社中新社

涉問題疫苗官員

及部門處置情況
1. 金育輝（吉林省副省長，2017年4

月起分管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管工

作）予以免職。

2. 李晉修（吉林省政協副主席，2015

年12月－2017年4月任分管吉林

省食品藥品監管工作的副省長）責

令辭職。

3. 劉長龍（長春市市長，2016年9月

任長春市代市長，2016年10月至

今任長春市市長）引咎辭職。

4. 畢井泉（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

記、副局長，2015年2月－2018

年3月任原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局

長）引咎辭職。

5. 姜治瑩（吉林省委常委、延邊朝鮮

族自治州委書記，2012年3月－

2016年5月任長春市委副書記、

市長）作出深刻檢查。

6. 焦紅（國家藥監局局長）作出深刻

檢查。

7. 吳湞（原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副局

長、原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分管藥

化註冊管理、藥化監管和審核查驗

等工作）中紀委國家監察委立案審

查調查。

8.對35名非中管幹部進行問責。

9. 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國家藥監局向

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會昨日召
開會議，對 7 名

涉及問題疫苗案的部級官員進行處
理，三名吉林省副省級高官以及國家
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記畢井泉（正部
級）分別被免職、責令辭職、引咎辭
職，原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副局長被立
案審查調查。這是中央對問題疫苗的
重拳出擊，更是近期以來對民生領域
問題的最嚴厲處理。坊間輿論對此一
片叫好，可謂人心大快。

長生生物等疫苗案被爆出，迄今已
有月餘。案件在調查期間，很多情況
並沒有向外界披露。輿論一度曾經擔
憂，問題疫苗會否大事化小，會不會

高高抬起卻輕輕放下、會不會有人
「甩鍋」有人「背鍋」？中央昨日
給出人們期待已久的答案，對問題
疫苗涉及的7名部級官員作出罕見公
開處理，正是以一查到底、嚴肅問
責的態度，對疫苗藥品監管機制去
疴除弊。

民生無小事，尤其是疫苗問題事關
國家公共安全底線。近兩年來，問題
疫苗案件屢屢爆發，但此次案件，中
央對多名高層官員的嚴肅處理，令人
們看到中央整肅疫苗藥品監管機制的
決心。在問題疫苗案中，上至主管領
域的最高級官員，下至涉事企業，誰
都無法逃脫黨紀國法的懲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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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疫苗 重典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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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長生疫苗被召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