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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民航局26日通
报相关外航网站涉港澳台信息整改
情况：截至7月25日，涉事44家外国航
空公司全部进行了整改，其中40家已
完成。

通报说，中国民航局对相关外航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及时进行整改的
举动表示肯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公司、美国达美航空公司、
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等4家航空公司
于7月25日向民航局提交整改报告，
表示整改内容正在陆续上线，并恳请
中国民航局两周后对其官网进行审
查。经核实，其官网确已开始进行整
改，但整改内容还不完整。民航局将
密切关注，并视情决定是否启动相应
民航管理程序。

民航局通报相关外航网站
涉港澳台信息整改情况

44家外国航空公司
全部进行了整改
其中40家已完成

非法收受财物超3600万
福建原省长苏树林
一审获刑16年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26日一审公开宣判中共福建省
委原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原省长
苏树林受贿、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
案，对被告人苏树林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
万元；以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判
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对
苏树林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鉴于苏树林案的犯罪事实、证据
涉及国家秘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8年5月11日依法对该案进
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
1997年至2013年，被告人苏树林先后
利用担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助理、
党委常委、常务副局长，大庆油田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董事、高级副总裁，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书
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代省长、省长等职
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其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或个
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
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3622.1215万元。2008年
至2009年，被告人苏树林担任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
理期间，在收购海外相关项目过程中
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苏树林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国
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鉴于苏树林
受贿犯罪中，600万元属犯罪未遂，且
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
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
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
贿赃款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
处罚情节，依法对其受贿罪予以从轻
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北京天泽路附近发生爆燃事件
涉事男子被诊断为
偏执型人格障碍

7月26日13时许，一男子在北京
朝阳区天泽路和安家楼路十字路口，
点燃一疑似爆竹装置后，发生爆燃，
导致其手部受伤，无生命危险。附近
巡逻民警迅速开展处置，将该男子控
制并送医治疗，现场无其他人员受
伤。事发后，警方迅速开展勘验和调
查，在现场提取到打火机、爆竹碎屑
和 3 根残存的爆竹（每根直径 3.5 厘
米，长 19.5 厘米）等物品，经鉴定，未
发现其他添加物。

经查，该男子姜某某，26岁，内蒙
古通辽人。另据警方调查，其家人反
映，2016 年下半年开始，姜某某经常
出现幻听幻觉，曾去医院住院治疗并
接受心理辅导，后一直无法正常工作。
警方调取了医院的诊疗记录，姜某某
被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目前，警方
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据平安北京

针对疫苗监管有关问题，国家药
监局25日接受了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的联合采访。国家药监局表示，
7月22日，国家药监局部署了对全国疫
苗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检查，7月25日
起，在2018年年初对全国45家疫苗生
产企业全覆盖跟踪检查的基础上，组
织全国监管力量，派出检查组对全部
疫苗生产企业原辅料、生产、检验、批
签发等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彻查，保障
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对于2017年11月3日公布的百白破
疫苗效价不合格问题是如何发现的？目
前问题疫苗流向和控制情况如何？

国家药监局答：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接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报告，在药品抽样检验中检出
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
不符合标准规定。

原食药监总局会同原国家卫生
计生委立即组织专家研判，向有关省

市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不合格疫
苗处置工作。一是责令企业查明流
向。经查，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生产的
该批次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生物
公司生产的该批次疫苗共计400520
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0520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210000支。二是立即停止使用不
合格产品。三是责令疫苗生产企业报
告2批次不合格疫苗出厂检验结果，
对留样重新检验，认真查找效价不合
格原因。四是派出调查组对两家企业
开展调查，并进行现场生产体系合规
性检查。五是抽取两家企业生产的所
有在有效期内的百白破疫苗样品进
行检验。涉事疫苗已全部封存并由企
业完成召回。

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自去年以来一
直未恢复百白破疫苗的生产。武汉生物
公司整改后，中检院对其连续生产的30
批百白破疫苗进行效价测定，结果全部
符合规定，结合现场检查，恢复生产。

据新华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接种了长春长生武汉生物
两批次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

讲述1
事发后他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阿雄是广东汕尾人，刚过而立
之年。今年6月底，他给自己放了几
天假，跟姐姐、哥哥和三位朋友一起
到泰国散心。7月4日，他们转机到达
普吉岛，当晚住在查龙码头附近，期
待着5日的出海游。这是此次泰国游
的最后一站。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
在3天后从普吉岛飞回国内。

在7月5日的沉船事故中，阿雄
死里逃生，他左半边身子被船舱中
爆裂的玻璃大面积划伤，从胳膊到
脚都布满了伤口，左手的伤口深得
见到骨头。同行的五人则被海水吞
没，再见面已是阴阳两隔。事故发
生后，阿雄失眠严重。

7月15日，阿雄带着满身伤回
到广州，继续接受治疗。7月21日，
阿雄出院。在出院诊断书上，除了
上肢和下肢的浅表损伤外，医生写
下“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叮嘱他定
期到创伤科及精神科门诊复诊。

讲述2
有幸存者只收到6400元赔偿金

据泰方此前公布的赔偿方案，
每位遇难者可获得210万泰铢的赔
偿金（约合人民币43万元），分别包
括泰国旅游与体育部的抚恤金和
两家保险公司的意外险赔偿。幸存
者可获得赔偿金不超过101.5万泰
铢，金额视幸存者伤情与治疗情况
而定。来自浙江的遇难者家属郑先
生说，回国前，泰方已用支票和转
账的形式转交了赔偿金。不过，目
前还没实际到账，还在办手续。

7月24日，阿雄告诉记者，自己
在普吉岛住院期间，治疗和住院费
用确实由泰方承担。7月15日，阿雄
收到泰方的赔偿金支票，只有
32000泰铢，合计人民币6400块。据
泰方介绍，其中包含了精神补偿费
2万泰铢，误工费一天2000泰铢。这
笔钱与泰方披露的最高赔偿数字
101.5万相差甚远。目前，阿雄在老
家养病，左手左脚暂未完全恢复。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25日就疫苗接
种有关问题回答公众关切。

问：针对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答：2017年10月29日，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
发通知，责成吉林、湖北省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责令疫苗生产企业切实履行产
品召回责任，及时封存和召回不合格
疫苗。要求河北、山东、重庆三地卫生
计生部门立即停止使用相关批次百白
破疫苗、追查流向和使用情况。原国家
卫生计生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
经专家评估，部分儿童虽接种了不合
格百白破疫苗，但由于易感人群尚未
形成显著积累，短期内引起相应疾病
暴发和较大范围流行的概率较低。

2018年3月，中国疾控中心组织专
家制定了《百白破疫苗补种技术方
案》，并印发至河北省、山东省、重庆市
疾控中心和长春长生公司、武汉生物
公司。同时，组织三省疾控中心的专
家，讨论补种的相关细节和技术要求，

共同拟定了百白破疫苗补种知情同
意书、补种告知书等。河北、山东、重
庆三省（市）卫生计生部门按照补种
通知要求和技术方案规定，制定本地
区补种工作实施方案，开展人员培
训，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补种
工作陆续展开。

问：如果接种了效价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补种规范是什么？

答：百白破疫苗受种儿童需分别
于3、4、5月龄和18月龄各接种1剂次，
共4剂次。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
则开展补种。根据已接种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补种措
施，但综合考虑补种增加的异常反应
发生风险，受种儿童接种百白破疫苗
的总剂次不超过5剂次。具体补种程序
为接种过1剂次不合格疫苗的儿童，补
种1剂次；接种过2剂次或3剂次不合格
疫苗的儿童，按照总剂次不超过5剂次
的原则，补种2剂次或1剂次。接种间隔
参照当地百白破疫苗补种实施方案。

据新华社

河北、山东、重庆
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儿童

补种工作陆续展开

26日，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崔洪海（正厅级）
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长春市人民检察
院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崔洪海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崔洪海，听取

了其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
材料。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崔洪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吉林省食药监局原局长崔洪海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电 国家药监局网站日前刊载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效价指标不合格的
百白破疫苗相关问题解答。

根据2017年11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信息：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的百
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

11 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疫苗涉及哪些企业和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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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拨打12320卫生热线咨询。

22 如何查询儿童是否接种了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

该两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河
北、山东、重庆三省（市）卫生计生部门组织专家对该情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将采取
相应措施，妥善处理。

33 接种了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会影响免疫效果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企业报请批签发的疫苗，逐批进行安全性指标检验，经查批
签发记录，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接种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

44 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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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免疫程序，百
白破疫苗需接种4剂次，分别于3、4、5月龄和18月龄各接种1剂次，完成4剂次接种的儿童可得
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相关研究显示，百白破疫苗预防典型百日咳的效力约85%，因此，即使接种了百白破疫苗
的儿童，少部分人也有可能罹患百日咳。百白破疫苗预防儿童破伤风的保护效力为80-100%，
完成4剂次接种可为青少年期提供有效保护。百白破疫苗对白喉的保护效果较好，接种3剂次
以上的疫苗保护效力约为95%。

55 儿童接种过百白破疫苗还会患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吗？

66 我国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疾病发生情况如何？

我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百日咳年发病率在100/10万～200/10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
接种百白破疫苗，1978年就将百白破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百白破疫苗普遍使用后，发病
率大幅度下降。2008年以来，全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控制在0.5/10万以下。

我国除新生儿破伤风外，其他人群破伤风不属于法定报告传染病。2007年至今，全国无
白喉病例报告。

国家药监局：
对全部疫苗生产企业
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彻查

长春长生去年以来未恢复百白破疫苗生产；武汉生物整改后恢复生产

追
踪

普吉沉船事故
多名遇难者家属向旅游平台索赔
索赔对象包括携程、飞猪、马蜂窝、深之旅等

目前，泰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
并逮捕了相关责任人。有家属质疑，
作为此次旅行的第一环节，承接代
订服务的国内旅行社和在线旅行平
台是否也应该为此事担责？

阿雄告诉记者，事故发生后不
久，有几家在线旅游平台公司派人
到达普吉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并按1
人1万元的标准发放给家属慰问金。
但幸存者并没收到类似慰问金。

马蜂窝平台公关部工作人员
向记者确认了对每位遇难者发放1
万元慰问金的事宜。这位工作人员
介绍，这笔钱并非赔偿，而是平台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遇难者发放
的慰问金。如果最后有关部门认定
在线平台需要承担相关责任，马蜂
窝也一定会履行责任。同时，马蜂
窝平台可为用户提供交易记录作
为证据。

阿雄已委托公益律师向事故的
各责任方索赔。其授权委托书显示，

“代理委托人因2018年7月5日泰国
普吉沉船事故，向事故责任各方索
赔一案，在中国和泰国的索赔民事
诉讼及相关的非诉讼法律事务。”

代理此案的北京德和衡（上
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乘希介绍，
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
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
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
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
等费用。此次索赔诉求也将围绕这
些费用开展。另一代理律师贾方义
也表示，旅行产品应该保障游客的
人身安全，旅行平台也应尽到相应
义务。如果出现人身伤害事故，平
台和产品供应商也应该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据南方都市报

普吉沉船事故已过去普吉沉船事故已过去
2020天天，，遇难者大都已入土为遇难者大都已入土为
安安。。然而然而，，此次事故的幸存者此次事故的幸存者
却依旧沉浸在伤痛中却依旧沉浸在伤痛中。。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已有已有1818名遇名遇
难者的家属和两名幸存者难者的家属和两名幸存者，，
委托了公益律师团队向国内委托了公益律师团队向国内
涉事旅行机构索赔涉事旅行机构索赔，，索赔对索赔对
象包括携程象包括携程、、飞猪飞猪、、马蜂窝等马蜂窝等
在线旅游平台在线旅游平台，，以及深之旅以及深之旅、、
浙江省国际合作旅行社浙江省国际合作旅行社、、懒懒
猫旅行社等产品提供商猫旅行社等产品提供商。。

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
委托律师向国内责任方索赔

7月5日，普吉翻船事故中，多
名游客被救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