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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泰、天坛、汉信 3大乙肝疫苗商停产

因三大乙肝疫苗厂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新版GMP认证，占市场总产量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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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

新规

GMP即

“产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 世界卫生组织将

GMP定义为指导食物、药

品、 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

管理的法规。新版GMP要

求更严格。

（人民网）

●

疑似 “疫苗致死”

去年11月至12月，广东、湖

南、 四川， 全国发生疑似

“疫苗致死” 病例7例。涉

案疫苗全都由深圳康泰生

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 全国市场份额约六成

的康泰公司疫苗被停用。

（综合新华社）

四川去年超3级地震231次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祝楚华 实习生

余梦洁）

昨日，“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

博发布“微盘点”消息称，2013年我国3

级以上地震速报次数统计， 前五名分别

是四川、新疆、西藏、云南和青海。成都商

报记者昨晚从四川省地震局也获悉，

2013年四川地震频繁， 至2013年12月6

日，四川境内共发生43081次地震，其中

雅安地震14477次。2013年四川境内共发

生3级以上地震231次，其中3.0至4.0级的

地震为185次，4.0至5.0级的地震为39次，

5.0至6.0级的地震为6次，7.0级地震1次。

疑似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事件尚未平息。2日，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证实，深圳康泰、天坛生物、大连汉信

三家乙肝疫苗生产厂家于2014年1月1日起停产。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签发记录显示， 目前有

七家企业的重组乙肝疫苗在市场销售，分别是深圳康泰、

华北制药、天坛生物、大连汉信、华兰生物、北京华尔盾以

及葛兰素史克。2013年前11个多月的乙肝疫苗产量，深圳

康泰、天坛生物、大连汉信占到总产量的近八成。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简

称新版GMP）实施规划，血液制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

药品的生产必须在2013年12月31日前达到新版要求。

2014年1月1日起， 未通过新版GMP认证的生产企业或

生产车间一律停产。 真正通过新版GMP认证的乙肝疫

苗厂家只有华兰生物和华北制药， 而这两家市场份额

不到10%。国家食药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三大乙肝疫苗

厂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认证， 但并不是 “放弃认

证”。据了解，三家都已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新版GMP

认证申请。

据新华社

又讯

昨日，成都市食药监局透露，成都市食品药品

稽查总队对全市疫苗批发企业进行了抽查。经过抽查，稽

查总队没有发现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两个批次的重组乙肝疫苗。

（祝迅）

巴陕高速巴中至南江段通车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川高公司了解到， 巴陕高

速巴中到南江段已于1日零时向社会开

放交通。

又讯

丽攀高速攀枝花城区段公路

也已于1日零时向社会开放，等丽江段通

车后， 成都市民就可以一路高速从成都

直抵丽江了。

淘米后泡10分钟

煮饭时更省电

成都商报发出低碳生活方式征集令

短短数日，越来越多的市民、网友致电本

报，分享窍门。年仅25岁的“低碳达人”

陈琳玥是一家服装店的店主， 只卖棉麻

等天然纤维布料的“低碳服装”。除了生

意低碳， 陈琳玥还热衷于跟身边的人推

广自己坚持的低碳生活习惯。

“知道吗？洗米后浸泡10分钟再用

电饭锅煮，可以节约10%的电”，陈琳玥

告诉记者，提前淘米浸泡再煮，可让米煮

得更快，缩短了米熟的时间，从而节电。

此外，用开水煮饭也会比较省电。另一个

省电妙招则应用于电冰箱， 用塑料袋先

包好水分较多的果蔬再放进去更省电。

你是否还有其他低碳生活方式愿意

分享？成都商报开通“低碳生活方式”征

集热线86613333-1， 继续征集低碳生活

小窍门。参与活动，你将有机会获得礼品

和证书。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中央决定免去李崇禧领导职务

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四

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中

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现正在按程

序办理。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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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点滴改变

达标企业将迎来新订单

停产药企可继续申请

如此大规模的停产， 国内乙肝疫苗市场是否会出现

短缺？ 对此，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确保产品能满足市场供应。

根据要求， 疫苗厂家在2013年12月31日前生产的产

品可继续销售，有的厂家在停产前已提高产量。

“一些产能目前不是很大的厂家，并不完全是受设备

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市场的限制，如果需要的话会有比较

大的产能释放。” 国家食药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

指出，如果出现临时性的短缺，将根据预判和形势，随时

组织其他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释放产能，以

满足临床供应。

“我们对于尚在改造暂时停产的企业并没有关闭

认证的大门。”这位负责人表示，尚未通过新修订药品

GMP认证的无菌药品生产企业或生产车间停产以后，

如完成GMP改造，可以继续申请认证。通过认证后可以

恢复生产。

据新华社

新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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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近期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

法院刑一庭有关负责人对意见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据了解，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使用暴力、胁迫或者

其他强制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 而以各种理由辩解是与幼

女正常交往，不明知被害人是幼女。审判实践中，对“是否明知

被害人系幼女”存有争议。

被害人不满12岁

应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意见规定， 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

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也就是说，即使被害人身体发育、言谈举止等呈早熟特

征，行为人亦辩称其误认被害人已满14周岁，也不应采信其辩

解。”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经过对大量审结案例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12周岁以下幼女基本都处在接受小学教育阶段， 社会关

系简单，外在幼女特征相对较为明显；即使极个别幼女身体发

育早于同龄人，但一般人从其言谈举止、生活作息规律等其他

方面通常也足以观察其可能是幼女。

被害人满12岁未满14岁

也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

考虑到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年龄段的幼女， 其身心发

育特点与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少女较为接近，意见规定，从被

害人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等观察可能是幼女，

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

有观点认为， 意见人为降低了幼女的绝对保护年龄至12

周岁，担忧会对已满12周岁幼女保护不力。这位负责人认为，

这种观点是对意见的误读。

“笼统主张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不需要明知被害人系幼

女，尚存在制度与理论多重障碍。意见所作规定已经实现重大

突破，区分幼女是否已满12周岁，绝不是弱化对已满12周岁幼

女的保护力度。”这位负责人说，对已满12周岁的幼女实施奸

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如无极其特殊的例外情况，一般均应当认

定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是幼女。

男性少年满14岁未满16岁

偶与幼女发生性关系 不认为是犯罪

意见规定，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

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位负责人透露， 该条主要是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

岁的男性少年，与年龄相近的幼女在正常交往、恋爱过程中自

愿发生性关系，如何予以处理提出的指导意见。此处表述虽是

“偶尔”发生性关系，主要是为了与此前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保持一致，实践中并不能简单以次数论，双方是否自愿、情节

是否轻微、后果是否严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这位负责人表示，对“情节轻微及后果严重性”的判断，

应综合考虑行为人与幼女是否存在恋爱关系， 以及对于幼女

的身心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行为人采取利诱、欺骗甚至

强制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或者导致幼女怀孕流产、严重

伤害幼女身心健康等后果的，一般不宜认定为“情节轻微、未

造成严重后果”。上述规定亦是对我国司法机关处理青少年之

间自愿发生性关系问题一贯所采取的刑事政策的延续。

性侵已满12岁未满14岁少女

应认定行为人“明知”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解读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细分构罪年龄

� � � �有观点认为，意见人为降低了幼女的绝

对保护年龄至12周岁， 担忧会对已满12

周岁幼女保护不力。这位负责人认为，这

种观点是对意见的误读。

这位负责人说， 对已满12周岁的幼女

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如无极其

特殊的例外情况， 一般均应当认定行为人

明知被害人是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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