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根据线索，国
务院调查组在对长春长生公司调查中进一
步查明，该公司生产的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 涉 及 同 一 批 次 的 201605014- 01 和
201605014-02两个批号的产品，共计49.98
万支。

调查发现，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百白破疫苗共有252600支，
全部销往山东省，已使用247359支，损耗、
封存5241支。批号为201605014-02百白
破疫苗共有 247200 支，其中销往山东
223800 支，封存 10000 余支；销往安徽
23400支，损耗、封存3277支。

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 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的儿
童，已按照今年 2月 6日的补种工作通知
进行了补种。截至目前，已完成应补种儿
童总数的76.2%。尚未补种的后续剂次需
根据受种儿童的实际接种情况确定间隔时
间。

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2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的儿童的
补种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已
作出部署和安排。

为全面评估长春长生公司百白破疫苗
效价风险，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该企
业有效期内的所有批次百白破疫苗使用快
速疫苗检测方法进行抗原检测，未发现异
常。

目前正在对长春长生公司生产不合格
百白破疫苗涉嫌违法违规案件进行深入调
查。将依法依规对违法违规行为和人员从
严惩处，同时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和
主管部门失职、失责、失察、不作为严肃追究
责任。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国务院调查组要求继续做好
长春长生公司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

快 读

➡记者 8 月 15 日从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获悉，我国新一代
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 7 号船已解缆起航，首次赴印度洋预定海
域单船执行北斗三号组网卫星等海上测控任务。

远望7号船首次赴印度洋
执行北斗三号海上测控任务

➡土耳其8月15日发布总统令，对美国生产的部分商品加征
进口关税。根据总统令，加征关税的商品包括酒类，税率升至
140％；汽车税率升至120％；香烟、化妆品税率升至60％；大米税
率升至50％。

土耳其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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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经过40天的梦想课堂成长训
练营体验，8月15日，梦想课堂
第十届“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
圆梦行动”落下帷幕。在当天
的结营仪式上，来自酉阳、黔
江、彭水、云阳等区县的梦想学
子与他们的梦想伙伴一起用歌
声和舞蹈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
满句号。

40天体验梦想与成长

梦想课堂“高考圆梦行动”
至今已连续开展十年，募集善
款近500万元，资助贫困高考
生489名。今年，通过自主报
名、走访筛选征集等方式，100
位来自农村困难家庭的贫困学
生参加了“高考圆梦行动”，成
为梦想学子。

“在这个暑假，他们以义
卖报纸、志愿服务、拓展训练、
岗位体验等多种方式，全方位
参与梦想课堂成长训练营。”
江北区绿叶义工志愿者协会
负责人张海峰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为了帮助这群孩子，有
爱心的企业家以定向帮助的
形式，捐赠了资金，助学金金
额达 100余万元。活动结束
后，每个学子能领取 4000-
6000元的梦想助学金。

在40天的梦想课堂成长
训练营里，社会融入课程让孩
子们学习到了如何更好地利用
城市的公共设施；财富课堂教
会他们怎么分配自己的生活、
学习费用；拓展训练营则让他
们懂得了团队的力量，并积极
参与到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中，
为养老院的老人过集体生日、
进行文明劝导等。

在最后的结营仪式上，
100名梦想学子把这40天的
经历编排成了一部名为《梦
想与成长》的话剧，以此来感
谢所有支持梦想课堂的人。
张海峰说，梦想课堂让大山
深处的贫困学子寻找到了梦
想的源动力，让他们心中有
梦敢于追梦。

成长路上不再孤单

梦想学子在逐梦的过程
中也离不开社会爱心人士的
关爱和帮助。今年，主办方
面向社会为其中85名梦想学
子分别结对了梦想伙伴，这
些梦想伙伴将陪伴他们的成
长。

赖丁是一名资深的新闻工
作者，近年来一直在关注“高考
圆梦行动”，今年他也行动起
来，与两名梦想学子结对。

“赖老师是个特别负责任的
人，也很有善心。”来自酉阳的梦
想学子白崇政今年被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专业录取，在得知自
己的梦想伙伴是一位新闻从业
人员后，他特别开心。

在这个暑假，赖丁带着白
崇政和另外一名梦想学子游遍
了重庆，这对第一次到主城的
白崇政来说既紧张又激动。他
说，逛书店的时候买了5本书，
全都是自己喜欢的，还去了咖
啡馆喝咖啡。

“我带他们到书城、商场
和咖啡馆，就是希望农村孩
子能体验到跟城里孩子一样
的生活。”赖丁说。

对于梦想伙伴这个称谓，
赖丁也有自己的理解。“陪着孩
子们成长，在精神上给予支持，
这才是最重要的。”赖丁认为，
他要做的就是跟他们交朋友，
分享各自的烦恼和故事，用自
己的力量帮助两个孩子安全、
健康、快乐地成长。

“爱心助飞梦想 高考圆梦行动”顺利结营

85名梦想学子找到梦想伙伴

➡意大利政府8月15日宣布，发生在14日的莫兰迪公路桥垮
塌事故致死人数已升至39人，另有9人伤势严重。

意大利塌桥事故死亡人数增至39人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 胡
喆）15日，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
球征名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并公布了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月球车外观设计构型。

据悉，在嫦娥三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后，为充分利用已有的产品条件，经过
深入论证和多方案反复比较，最终确定
了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的实施方案，
在2018年5月发射中继星，在2018年
12月发射嫦娥四号着巡组合体，实现人
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专家介绍，承担月球背面巡视探测
任务的嫦娥四号月球车，基本继承了玉
兔号的状态，但针对月球背面复杂的地
形条件、中继通信新的需求和科学目标
的实际需要，也作了适应性更改和有效
载荷配置调整。

据了解，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
车全球征名活动从2018年8月15日开
始启动，提交时间截至北京时间9月5日
24时，预计10月上旬公布征名结果。参
与活动者最高可获3000元奖励，还有机
会赴发射现场目送嫦娥四号飞天。

机构名称：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万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熠
机构编码：0001105001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85号三峡水利大厦7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玉龙路142号5-1号、5-2号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09日
邮政编码：404100 联系电话：023-58229277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向益屏
机构编码：0000365001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西路23号A幢2-4-2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稻香移民创业园临公路第二栋二层
成立时期：2011年10月18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8786021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0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徐国蓉
机构编码：0000365001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铜路1号13层-3号、13层-4号、12层-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铜路1号13层-1、2、3、4号
成立时期：2012年07月06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62793305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二）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记者 田
晓航 王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5 日
通过官方网站就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
破疫苗补种有关问题回答公众关切，并表
示将做好百白破疫苗接种咨询服务工作。

接种过效价指标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可续种补种

问：如何查询儿童是否接种了效价指标
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

答：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可以查看儿童预
防接种证上的百白破疫苗接种记录，与公布
的疫苗生产企业和批号进行对照，判断是否
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也
可咨询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协助查询所接
种百白破疫苗的批号，从而作出判断。

问：接种了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
苗会影响免疫效果吗？

答：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
影响免疫保护效果。目前，效价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主要涉及河北、山东、重庆、安徽四省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四省（市）卫生计生
部门正在组织续种补种。在上述四省（市）
接种了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的儿童，如果
流动到其他地区，也可在当地接种点续种补
种。咨询和续种补种时应提供接种记录。
续种补种时，按接种常规进行30分钟留观即
可。

接种百白破疫苗有助于避免疾
病再流行

问：什么是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
答：百日咳是由百日咳杆菌引起的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源为百日咳病人，通过
飞沫传播。临床症状为阵发性痉挛性咳嗽，
咳后吸气有特殊“鸡鸣”样高亢声，咳嗽症状
可持续2-3个月。本病多发生于＜5岁儿
童，尤以＜6个月婴儿发病率较高。

白喉是由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鼻、咽、喉等处黏膜
充血、肿胀，并有灰白色假膜形成，可导致呼
吸障碍以及外毒素引起的中毒症状。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
病。破伤风杆菌常见于土壤中。皮肤创伤
时，破伤风芽孢可被带入伤口，破伤风杆菌在
厌氧环境下可产生破伤风毒素，引起破伤风
特有的肌肉强直、阵发性痉挛为主的症状。

问：什么是百白破疫苗？为什么要接种
百白破疫苗？

答：百白破疫苗是由百日咳杆菌有效组
分、白喉类毒素、破伤风类毒素按一定比例
混合，并吸附在氢氧化铝佐剂上的联合疫
苗，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

接种百白破疫苗是预防儿童白喉、破伤
风和百日咳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国普及儿
童免疫，持续提高和保持高水平接种率，形

成了有效群体免疫屏障和个体免疫保护，这
些疾病的传播和流行得以阻断和遏制。如
果停止疫苗接种，随着免疫空白人群形成和
不断积累，疾病的重新流行或暴发将不可避
免。所以，父母仍需适时为孩子接种国家免
疫项目推荐的各种疫苗，保护孩子免受这些
疾病的侵害。

科学接种百白破疫苗

问：百白破疫苗适用于什么人群？接种
程序是怎样的？禁忌征有哪些？

答：百白破疫苗适用于3月龄—18月龄
儿童。儿童国家免疫规划中的百白破疫苗在
我国属于第一类疫苗，是免费接种的疫苗。

我国现行的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为，无
细胞百白破疫苗接种4剂次，分别在儿童3、
4、5月龄和18月龄各接种1剂，完成4剂次
接种的儿童可得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接种百白破疫苗的禁忌征包括：严重过
敏体质（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过敏者）；
发热、患急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病、癫痫）；曾接种
百白破联合疫苗后发生神经系统反应者。

问：接种百白破疫苗前后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一是接种前应如实向预防接种医生

和护士告知儿童身体健康状况。
二是若有感冒、发热等症状，待恢复健

康后进行补种，补种时告知上次接种是否出

现过不适或过敏情况，以便医生筛查接种禁
忌，决定本次是否给孩子接种。

三是接种后须在预防接种单位留观至少
30分钟。留观期间，家长需要注意观察儿童
的健康状况，如出汗、面色苍白、脉速而弱，四
肢湿冷、发绀、烦躁不安、意识不清或完全丧
失等症状，家长需要马上请接种人员处置。

四是若儿童出现轻度发热等一般反应，
通常不需任何处理（若高烧不退或伴有其他
并发症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五是接种当天不要给孩子洗澡，避免接
种部位感染。

六是接种后局部可能有硬结，1-2个月
即可吸收，接种第2剂时应换另侧部位。

问：接种百白破疫苗后可能有哪些不良
反应？该如何处理？

答：接种百白破疫苗后24小时内少数儿
童可能出现发热，一般持续1-2天，很少超
过3天。此外，少数儿童还可能出现头痛、头
晕、乏力、全身不适等，一般持续1-2天。个
别儿童可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
状，一般以接种当天多见，很少超过2-3天。

发热在≤37.5℃时，应加强观察，适当休
息，多饮水，防止继发其他疾病；发热≤37.5℃
并伴有其他全身症状、异常哭闹等情况或发
热＞37.5℃时，应及时就诊。

少数儿童在接种后数小时至24小时接种
局部出现红肿和硬结，红肿和硬结直径＜
15mm的局部反应，一般不需任何处理；红肿直
径在15-30mm的局部反应，可用干净的毛巾
冷敷，出现硬结者可热敷，每日数次，每次10-
15分钟；≥30mm的局部反应，应及时就诊。

卫生健康委解答百白破疫苗接种补种有关问题

“嫦娥四号”月球车
外形公开

全球征名启动

这是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外这是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外
观设计构型观设计构型。。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国家国防科工局供图国家国防科工局供图））

➡据苏丹官方通讯社苏丹通讯社报道，一艘载有儿童的船只
15日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沉没，目前已造成22名儿童遇难。报
道说，沉船事故发生在苏丹北部，当时这艘船正载着这些儿童去
上学。 （据新华社）

苏丹发生沉船事故 已造成22名儿童遇难

➡美国国务院8月14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和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通电话，双方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
并强调要继续保持对朝施压，直至半岛实现“最终、经验证的”无
核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称，蓬佩奥和康京和在
电话中表示，美韩将保持密切协调和沟通。

美韩外长通电话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