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生物不合格疫苗处置工作核查组公布工作进展

美国国务院 8 日下午突然宣

布， 因今年 3月俄罗斯前特工斯克

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件， 美国将对

俄实施制裁，相关制裁将于 8 月 22

日前后生效。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政府此时

重提旧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很大

程度上是总统特朗普迫于国内“通

俄门” 调查压力采取的举措，意在

争取民心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

举。 此举将令刚刚释放出积极信号

的美俄关系再次恶化， 两国关系短

期内难以转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8 日

发表声明称， 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

在英国受到“‘诺维乔克’ 神经毒

剂”袭击后，“美国 8 月 6 日认定俄

罗斯联邦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生

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用了致命生化

武器” 。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 8日的电话

吹风会上说， 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

进行， 其中第一阶段制裁将可能导

致相关企业无法获准向俄出售涉及

敏感国家安全问题的商品。 若俄罗

斯拒不提供未来不再违反国际法使

用生化武器的“可信保证” 并同意

联合国相关机构对俄方行动进行

“现场核验” ，美国将在本轮制裁开

始执行 3个月后发起第二阶段更为

严厉的制裁。美媒报道称，第二阶段

制裁将包括两国降低外交关系级

别、俄航航班不得赴美、双边进出口

贸易全部中止等。

美方官员称， 此次美国的制裁

规模将非常庞大， 几乎所有的俄罗

斯国有企业都将受到影响， 涉及的

交易金额将可能达到上亿美元，制

裁将大大打击俄罗斯经济。

对此，俄驻美使馆表示，美方对

俄方有关中毒事件的指责纯属臆

造，没有任何证据。俄政府坚持对中

毒事件进行透明公正调查并对肇事

者进行处罚的立场没有改变。 俄方

要求美方也应持有这一立场， 并将

相关调查公开化。

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 7 月刚刚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 释放出

积极信号。 美方却在不久后就突然

以 5个月前的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

为由对俄实施制裁，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 美国国会 3 月就已正

式要求特朗普政府认定俄罗斯是否

在上述事件中违反了国际法。 根据

美国相关法律， 政府本应在国会提

出要求后的两个月内做出认定，但

特朗普政府却迟迟没有动静，其

“拖沓” 表现还被国会两党狠批。

对特朗普政府此番突然做出认

定并出台制裁措施， 有美高级官员

解释说，认定程序“复杂而艰难” ，

再加上要确保制裁不会波及美国企

业，“这种事晚点宣布很正常” 。

不过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特朗

普政府此时“出招” 更多是迫于国

内“通俄门” 调查的压力。有分析指

出， 美国情报界已认定俄罗斯干涉

了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但特朗普

本人一直不愿承认， 还曾表示他找

不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理由。

此番言论震动美国政界， 特朗普后

来表示此话为“口误” 。特朗普国家

安全团队希望借此次制裁对 “口

误” 事件“消毒” ，以此回应外界有

关特朗普对普京“态度软弱” 的批

评，以免冲击 11月中期选举选情。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特朗普政

府宣布对俄制裁的当天， 美方又公

布了特朗普致信普京的消息。 此前

随美国国会代表团访俄的共和党参

议员兰德·保罗 8日宣布，他已向俄

罗斯政府转交了特朗普的信件，特

朗普在信中强调了美俄在反恐、议

会间对话等方面进一步接触的重要

性，并提议恢复美俄文化交流。他还

说， 代表团已邀请俄议员访问华盛

顿。白宫晚些时候也发表声明，确认

委托保罗向普京转交信件。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认为，美国的举动体现

了特朗普软硬兼施的“交易艺术” 。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华盛顿

方面对莫斯科“又打又拉” ，但鉴于此

次制裁对俄经济影响重大，而且俄方

也不太可能答应美方提出的条件，两

国关系短期内将难以得到转圜。

美国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研

究中心主任奈尔·加德纳认为，此次

制裁表明美俄关系未来会继续恶

化， 华盛顿会对莫斯科采取越来越

强硬的立场。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兼职高级研

究员考特尼说，美国不一定非要和俄

罗斯改善关系才能满足自己利益。在

双方可以取得共赢的领域和俄罗斯

保持合作，另一方面提高俄罗斯“恶

意行动”的成本，这本就是美国乃至

西方对待俄罗斯的一贯策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9 日说， 俄罗斯将根据美国计划出

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研究对等回应

措施。 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 俄方将基于美方将实施的

制裁研究回应措施。 俄方受到何种

方式制裁，就会以何种方式回应。

扎哈罗娃说， 美国以涉嫌使用

生化武器为借口对俄实施制裁“毫

无依据” ，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声

称将努力改善俄美关系，这是“赤

裸裸的伪善” 。 她表示，美国拟对俄

实施的新制裁是向俄前情报人员斯

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中毒事件

的调查工作直接施压。 扎哈罗娃强

调， 任何引发俄美双边关系恶化的

举动都不是俄方的选择。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 9日表示， 美国将

新制裁措施与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

中毒事件挂钩的行为令人“完全无

法接受” 。 他表示，俄罗斯仍希望与

美国建立建设性关系。 据新华社

美国意外“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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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脸” 将对俄实施制裁

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继续发酵———

据新华社电 按照国务院要求，

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部门组成核查组 8 月 1 日赴湖北，

对 2017 年发现的武汉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生 物 公 司 ）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607050-2 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处置工作开展核查。

核查组抵达武汉后召开了全体

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决定设立综合组、调查组、补种组、

专家组等工作组， 全面开展核查工

作。核查组听取了湖北省政府、省市

监管部门和武汉生物公司的汇报，

通过现场勘查、调阅文件、核查卷宗

记录、比对数据资料、约谈有关人员

等方式，还原了设备故障现场情况，

核实了百白破疫苗生产经营情况，

确认了不合格疫苗流向和补种情

况，摸排了企业存在的风险隐患，查

核了地方监管部门日常监管和执法

处罚情况。

经核查， 该批次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为 2016 年 7 月 19 日生产。 因

分装设备传动链条故障导致停机

20 分钟。 停机期间，因灌装前的半

成品缓冲罐摇动不充分， 导致该批

次疫苗有效成分分布不均匀。 企业

出厂自检时， 未考虑到设备故障可

能引起质量不稳定问题， 未对故障

时间段分装的产品进行专门检验，

仍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抽检， 致使自

检效价结果未能真实反映该批次疫

苗质量状况。该批次疫苗上市前，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以下简称

中检院）对疫苗批签发有效性指标

按规定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检时，未

抽到故障时间段分装的疫苗。 2017

年 10月 27日， 中检院在国家药品

抽验中发现，该批次白喉效价 81I-

U/剂， 国家标准为不低于 30IU/

剂；破伤风效价 56IU/剂，国家标准

为不低于 40IU/剂， 这两项指标符

合规定。 百日咳效价 2.8IU/ 剂，国

家标准为不低于 4IU/剂，不符合规

定。

经核查， 武汉生物公司已召回

该批次全部未使用的疫苗， 并在武

汉市药品监管部门监督下销毁。 中

检院对武汉生物公司其他批次百白

破疫苗进行了检验， 质量指标均合

格。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的河北、

重庆两省市已按照要求开展补种工

作。截至目前，已分别完成了应补种

儿童总数的 71%、75%。 考虑到百白

破疫苗应分别在 3、4、5、18 月龄进

行 4剂次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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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补种工作完成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核查组认定， 武汉生物公司未

按生产规程操作。 地方监管部门存

在监管不到位问题。 对事故的处罚

没有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从严从

重，行政处罚偏轻。

核查组强调，下一步，国家药监

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督促

企业进一步整改， 依法严肃追究企

业和监管部门责任、落实补种措施、

及早发布核查处理结果。 其他相关

后续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美国“痛下狠手”

●阅读提示

俄将对等回应

美俄关系不明

据新华社电 吉林省四平市公

安局 10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四

平警方将杀人潜逃 25 年的公安部

督捕命案逃犯綦志华、 綦志峰兄弟

成功抓获, 他们曾枪杀四平市税务

局局长等 7人。

1993 年 8 月 3 日 19 时许,綦志

华 (1966 年 4 月生) 和綦志峰(1968

年 11 月生)来到时任四平市税务局

局长张某家中, 要求到税务局工作

被拒绝。 两人持自制口径枪将张某

及其儿子(时年 18 岁)杀死,抢走现

金 6000元。 案发后,两人出逃。

四平市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又

排查出两起涉枪命案系綦氏两兄弟

所为: 一起是 1989 年 8 月 14 日晚,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更夫马某 (时

年 63 岁)、 值班教师韩某 (时年 49

岁)被枪杀在值班室内,学校 3000 元

公款、300 公斤粮票被抢; 另一起是

1992 年 4 月 3 日晚, 四平市铁西区

居民黄某(女,时年 45 岁)及两个女

儿被枪杀在家中。

2001 年,綦志华、綦志峰被列为

首批公安部督办网上逃犯, 但始终

没被抓获。

近日, 四平警方对綦氏两兄弟

的关系人再次梳理,并将他们的户

籍照片在公安部系统中进行比对,

发现綦志华的比对结果与内蒙古

籍人员“秦忠华” 存较多相同点。

经过多次比对研判 ,警方认定“秦

忠华”“秦忠峰” 就是逃犯綦志

华、綦志峰。

随后,四平警方驱车 1000 余公

里, 于 8 月 6 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鄂伦春旗将“秦忠华”“秦忠峰”

抓获。 经现场确认,两人就是公安部

督捕逃犯綦志华、 綦志峰。 他们已

“漂白身份” 多年,始终不与四平的

家人联系。 綦志峰已于 2016 年结

婚,2017 年生子。

8 月 7 日 18 时, 抓捕组将綦志

华、綦志峰押解回四平。

兄弟枪杀7人

潜逃25年落网

■新闻速递

吉林警方通报系列悬案告破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战机 9

日下午继续轰炸加沙地带, 造成

至少 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加沙地带安全人士告诉记

者, 以色列战机发射数枚导弹,轰

炸了加沙城西部一处人口稠密区

的一栋 5 层楼房。 这栋楼房是文

化艺术活动场所, 在轰炸中被摧

毁,附近几处民宅也严重受损。

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

言人卡德拉发表声明说, 轰炸造

成至少 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 ,加

沙地带武装人员当天向以色列发

射火箭弹, 其中一枚落在以色列

南部城市贝尔谢巴。 作为回应,以

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一栋 5

层楼房。 声明说,这栋楼里有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安

全部门的办公室, 哈马斯将这栋

楼房用于军事目的。

9 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

派别宣布与以色列停火, 但部分

武装人员拒绝停火并向以色列发

射火箭弹和炮弹。

近几个月来,加沙地带巴勒斯

坦武装人员多次向以色列南部发

射火箭弹和炮弹,并在加沙地带北

部同以军交火。

以色列战机

继续轰炸加沙

致18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武汉生物违规生产

地方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据新华社电 8 月 9 日晚到 10

日凌晨,甘肃省中部出现强降雨。 据

甘肃省白银市政府消息， 截至 8 月

10 日上午 9 时，强降雨引发的暴洪

灾害已导致白银市靖远县 8 人遇

难，其中刘川镇 6 人，北滩镇 2 人。

另有 2名失联人员仍在搜寻中。

甘肃白银强降雨

8人遇难2人失联

刘川镇洪灾现场

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出席记者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