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问 1：到底有没有“假疫苗” ？

吴昊主任：不是假疫苗。 不少

媒体或自媒体所谓的 “疫苗造

假” ，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准确的。

根据目前官方的通报显示，并非

狂犬疫苗本身出了问题。 生产记录造

假和实际产品造假不能划等号。 而

“效价不符合标准” 的问题，是

“劣药” 的问题。 其实就是有效成

分的含量不达标，也就是说，疫苗

是安全的， 只是有效剂量不够，会

影响疫苗接种的效果。

疑问 2：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

疫苗涉及哪些企业和批号？

7 月 18 日， 吉林省药监局公

布，长生公司 2017 年 11 月生产的

25 万支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

按劣药处理，罚款 344万。

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

2017 年 11 月 3 日的公告显示，两

批次百白破疫苗抽检，发现效价测

定结果不合格，涉事疫苗产品批号

分别为“长春长生生产的百白破疫

苗：201605014-01； 武汉生物生产

的百白破疫苗：201607050-2” 。

疑问 3：如何查询孩子是否接种了

此次涉及的问题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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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时，也可以咨询接种单位，由接种

单位协助查询所接种百白破疫苗

的批号，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

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疑问 4：如果孩子打过长春长生的

涉事疫苗，需不需要补打？

吴昊主任：这要分情况，我不

主张补打。 疫苗的效价出现问题，

其实是预防效果差的问题。比如乙

肝疫苗，实际上，接种乙肝疫苗后

不出现抗体是很常见的。

如果孩子真的注射过国家药

监局公布的涉事批次疫苗 （长春

长生：201605014-01； 武汉生物：

201607050-2）， 可以考虑补种疫

苗。但其他批次的疫苗是没有问题

的。

王月丹教授：具体是否补种，需

要等专家和国家调查出结论后再确

定要不要重新接种。疫苗补种存在一

定的风险，不可擅自盲目补种。

疑问 5：万一接种了该批次的狂犬

疫苗，该怎么办？

吴昊主任：补打狂犬疫苗意义

不大。

狂犬疫苗的注射有效期是 24

小时，如果超过 24 小时，即便进行

补打也没有意义了。 也就是说，如

果你被狂犬咬伤， 应该在 24 小时

之内尽快注射疫苗，只要在疫苗生

效前，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

够的免疫力之前人还没有发病，疫

苗就可以发挥效用。

疑问 6：狂犬疫苗打到一半是否需

要更换厂家和批号？

王月丹教授：如目前免疫程序

未完成， 建议后续几针更换为其他

厂家、同规格的狂犬疫苗，完成全程

免疫接种。

疑问 7：接种疫苗后是否需要查抗

体？ 去哪儿查？

吴昊主任：除了直系亲属有患

乙肝的新生儿以外，一般不需要查

抗体。

一般正规的医疗机构都能够

检测到乙肝抗体，各地疾控中心可

以查部分抗体，如水痘、麻疹抗体。

但百白破的抗体是无法检测到的。

疑问 8：疫苗上市前不是每一批都

检测吗？

吴昊主任：每一批都经过严格

检测。

我国的疫苗检测实行的是

“批批检验” 制度，也就是全面检

测，对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每一批产

品逐批进行检验，从而判断每批产

品的合格与否。

我国目前从上至下，监管环节

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针对

大的疫苗企业，疫苗造假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疫苗是实行全流程监管

的产品，从原料到生产，从销售到

运输，从保存到接种，各个环节都

有严格的法规和正规的流程。

疫苗的储存完全按照要求在

冰箱冷藏，并冷链运输。 目前，即便

是在一级乡村诊所，也必须配备冷

链终端，我国疾控系统才给配发疫

苗注射许可。 疫苗的注射也是严格

按要求完成的。

疑问 9：进口疫苗一定好？

吴昊主任：进口疫苗不一定就

更好，国产疫苗性价比更高。

目前国产的疫苗和进口的疫苗

并不存在明显差距。 严格上来讲，无

论进口还是国产，都是检验合格才能

上市，是安全有效的。而且，从性能与

价格综合来看，国产疫苗的性价比通

常都高于进口疫苗。

疑问 10：疫苗能不能不打？

王月丹教授：不可以。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不

让孩子读书一样。接种疫苗对孩子

对大人都很重要，大家不要对此产

生恐慌情绪。

吴昊主任：近代医学表明，接种

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根本途径，无论

是消灭天花和小儿麻痹症，还是预防

狂犬病和破伤风， 疫苗都功不可没。

切不可因噎废食，无论是新生儿的常

规疫苗接种，还是被动物咬伤后的狂

犬疫苗、破伤风疫苗接种，都是十分

必要的。 据《人民日报》报道

这个炎热的周末，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在朋友圈持续发酵。 家长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纷纷去翻孩子的疫苗接

种记录。 他们焦虑的根源是：到底“生产记录造假”对疫苗功效有多大影响？ 一旦孩子接种了这批疫苗该怎么

办？ 今后该怎样选择疫苗？ ……关于疫苗的是是非非，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

任吴昊和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由他们进行答疑解惑。

据新华社电 长生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昨日公告显示， 公司当

日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

查。 长生生物 23日开市起停牌，于

当日下午开市起复牌。

公告信息还显示， 如果长生生

物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监管部门

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移送

公安机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此前，深交所 20 日曾公告对长

生生物采取了监管措施。

长生生物 20日回复称，关于此

次事件，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

信息或延迟披露信息的情况。 由于

受到狂犬疫苗事件影响， 预计狂犬

疫苗将减少公司 2018 年度收入

7.4 亿元， 预计对其他产品销售也

将带来负面影响， 但目前尚无法准

确预计。

据新华社电 昨日，记者从长

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了解到，7

月 23 日 15 时， 长春市长春新区

公安分局依据吉林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

书》， 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迅速立案调

查， 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

高某芳（女）和 4 名公司高管带

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目前案件相关工作正在抓紧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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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正在国外访问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吉林长春长生

生物疫苗案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 性质恶

劣，令人触目惊心。 有关地方和部

门要高度重视， 立即调查事实真

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

处理。 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

回应群众关切。 习近平强调，确保

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

容辞之责，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 以猛药去疴、刮

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

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

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

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 国务院

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

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

快查清事实真相， 不论涉及到哪些

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

姑息。 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

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重拳打击， 对不

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 对监管失职

渎职行为坚决严厉问责。 尽早还人

民群众一个安全、放心、可信任的生

活环境。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

求， 国务院建立专门工作机制，并

派出调查组进驻长春长生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调

查组将抓紧完成案件查办、责任追

查、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 吉林省

成立省市两级案件查处领导小组，

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做好相关工作，

并结合此案件全面排查高风险药

品企业。 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收回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药

品 GMP 证书， 停止该企业狂犬病

疫苗生产及销售，暂停该企业所有

产品批签发。

习近平对疫苗案作出指示

强调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新闻速递

人社部将推行

三大便民措施

针对 “民众办理社保

来回跑”等问题

据新华社电 针对民众提出办

理一些社保业务时存在办理慢、来

回跑的问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 23 日在

北京说，人社部将围绕参保对象，推

行“三个不用”的便民服务措施。

当日，卢爱红在人社部 2018 年

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相

关措施。

首先是全面推行异地业务“不

用跑” 。 他说，人社部正在加强顶层

设计和总体规划，重点是将异地业

务办理纳入统一平台建设。 推行异

地业务不用跑， 就是要进一步简

化、优化流程，统一标准规范，积极

推动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推动社

保经办业务与“互联网 +” 深度融

合， 积极推行异地业务网上办，努

力实现群众异地办事不用跑。

其次是全面推行无谓证明材料

“不用交” 。 对于各类证明材料，卢

爱红介绍了“六个凡是” ：凡是没有

法律法规设定依据的一律取消；凡

是能通过个人现在证照证明的一律

取消； 凡是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

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 凡是能通过

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凡是能被其

他材料涵盖或替代的一律取消；凡

是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一律取

消。

“所有这些证明都要取消。清理

过程中需要修改政策规定的， 我们

将及时提出修改的意见建议， 按照

法定程序进行修改。 对保留的证明，

要加强互认共享， 减少不必要的重

复举证。 ” 卢爱红说。

第三是全面推行重复表格信息

“不用填” 。 他说，凡是能够通过全

民参保登记数据库、 社保卡持卡人

员数据库以及现有业务经办数据库

获取的信息， 或者通过对接共享国

家人口基础信息库获取的信息，不

得要求群众再次填报。 凡是社保卡

内有记载的信息， 不得要求参保人

填报。 社保卡本身就有了，参保人来

办事不用再填。

卢爱红说， 人社部将进一步完

善网上实名身份认证体系， 明确电

子证照、电子公文、电子印章的法律

效力，建立健全基本标准规范，实现

“一次采集、一库管理、多方使用、即

调即用” 。

■相关新闻

长生生物高管

接受警方审查

长生生物股票

或被终止上市

关于“问题疫苗”的10大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