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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阴一仓库发生爆炸
致6人死亡

记者12日从山东省平阴县政府获
悉，12日上午10时左右，平阴县孔村镇
汇丰炭素厂一仓库发生爆炸，造成6人
死亡、5人受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
在调查当中。 （新华社）

十年过去
免费公交仍在运营

今年10月的一天，下午5点，
常宁公交车司机唐师傅驾驶的3
路免费公交上，站着的乘客摩肩
接踵，唐师傅正准备靠边停靠在
一处公交车站旁。前面是一辆正
在上客的收费3路公交车，一个女
孩正踏上收费的3路公交车，看见
了唐师傅驾驶的免费3路公交到
站了，她急忙跑到了唐师傅的车
门前。

据常宁市政府工作网，常宁免
费公交自2008年7月1日开通，当地

“把免费公交当作品牌来做，免费
公交自开通之日起，每天投入运行
车辆50辆，日均载客量达到9万多
人次，年载客量达到3300多万人
次，每年为市民节约出行开支”。

“全国首个开通免费公交的
城市”这个名号至今让常宁骄傲。

常宁市公共交通道路运输管
理处主任刘建国坐在办公室里，
给记者倒了一杯茶水，一次性纸
杯上印着“常宁市城区免费公交
安全运行十周年纪念”。

“先后有70多个城市派人来
这里学习和考察免费公交。据说
现在全国有30多个地方开通了免
费公交，县级市比较多。”刘建国
说，十年间，作为湖南省衡阳市下
属县级市的常宁，成为全国许多
城市学习和考察的目的地。

免费公交线路未增
车辆基本都是老式公交车

3路公交车调度站的负责人
刘姐说，“最开始是全部公交都免
费，有3路、4路和12路，现在这几
条线路也开通了收费公交，收费
公交车也增加了一条线路7路，免
费的线路没有增加。”

唐师傅今年58岁，从常宁免
费公交运营那天起，他就握住了3
路免费公交车的方向盘。和其他
公交线路一样，唐师傅每天早上7
点从总站发车，下午6点收车。“3
路车每7分钟发一趟，我一天要开
9个单边，一个单边13公里。”十年
如一日，唐师傅对3路免费公交车
线路沿途一草一木，都熟稔于心。

“免费公交车承担的责任更
大一些，因为上的人更多。”3路车
停靠在终点站后，唐师傅下车抽
了一根烟，“上下班高峰期，有时
候人多到挤不进来，最担心的是
人多了万一出安全事故，因为我
这条线路要穿过常宁很多商业
区，几乎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在3路公交车调度室里，刘姐

说：“我们这里的免费公交车现在
只剩下21辆。现在换了油电混合
动力的新车，免费公交基本都是
烧汽油的老式公交车。”

常宁目前收费公交车的车费
是1元，车里有空调。对年轻人来
说，他们更愿意选择收费公交车。

“免费公交里没有空调，夏天人挤
在车里，又热又闷。”唐师傅称。

年运营成本
从400多万元涨到700多万元

刘建国也证实，常宁目前有21
辆免费公交车。2007年，刘建国调
至常宁市公交道路运管处，见证了
常宁免费公交开通运行十年的过
程。“2008年刚开通时，一年的运营
成本是400多万元，十年中，因车辆
老化、线路延长等，现在一年的运
营成本是700多万元。”

刘建国回忆，免费公交开通
之前，常宁运行的是私人承包的
中巴车，2008年政府收回线路，由
财政兜底，把中巴车更新换代成
了双开门的客运公交车。十年前，
常宁成为“全国首个开通免费公
交的城市”。那时，免费公交车一
推出，受到市民的欢迎，让常宁有
了一张漂亮的新名片。

“当年主要考虑的就是惠及
市民。”2008年，免费公交车刚开
通时，刘建国接受《新京报》采访
曾说：“一年480万元的运营费用，
对市财政来说，还负担得起。”在
那次采访中，时任常宁市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的曾小春说，他们将
再开通第4条免费线路，免费公交
里程将超过20公里。

今年10月底，面对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刘建
国说：“现在（免费公交线路）还是
3条，想再开通线路就有点困难，
刚开通时免费公交线路大概7、8
公里，现在是十多公里。”

刘建国说，现在常宁的收费公
交和免费公交，是分开管理，收费
公交由公交公司管理，免费公交由
运管处直接管理。“现在一年700多
万元的运营成本，对财政来说，肯
定有点压力，对我们来说，免费公
交首要考虑安全运行。现在我们只
能维持原有，不去减少。”

免费公交车带来了什么？刘
建国说，至今还记得当地媒体曾
采访了一个经济状况较差的6口
之家，面对记者，他们说，免费公
交车为一家6口每天出行节约了
至少12元。“这12元就可以贴补到
这家人的饭菜钱里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发自湖南常宁

全国首个开通免费公交的城市

免费公交十年：
50辆变21辆
仍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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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
将实行疫苗全程信息化追溯制度

疫苗生产严重违法 百万起罚
11日晚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官网公布《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开始为期半个月的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企业）有提交虚假临床试验或者上市许可申
报资料或编造生产检定记录、更改产品批号等行为将面临起步为100万元的罚款和关键人员也要面
临被没收所得、额外罚款，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结合疫
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的特点，
对疫苗监管的特殊要求作出具体规
定：突出疫苗的战略性、公益性；加强
疫苗上市监管；实施更加严格的生产
管理；强化疫苗上市后研究管理；加强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严惩重处
违法行为。坚决落实“四个最严”，综合
运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手
段，强化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相关
主体责任。

其中，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国家实
行疫苗全程信息化追溯制度。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制定统一的疫苗追溯标准和规
范，建立全国电子追溯协同平台，整合
生产、流通、使用等全过程追溯信息，

实现疫苗质量安全可追溯。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疫

苗信息化追溯系统，实现疫苗最小包
装单位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长期
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接种单位应当依法如实记录疫
苗的流通、使用等情况，并按标准提供
追溯信息。

此外，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了“紧
急授权”的情况。出现特别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
康安全紧急事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提出紧急使用未获批准疫苗建议
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专
家论证认为可能获益的，可以决定在
一定范围和期限内使用尚未批准上市
的疫苗。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国家将建立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报告制
度。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调查、
诊断、处理和报告疫苗疑似异常反应。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接种单位、
医疗机构等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的，应当按要求进行报告。

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
依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及时开展调查
诊断和处理。其中涉及对社会有重大影
响的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开展调查处置。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负责异常反
应报告收集，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疫苗
异常反应的收集、评价，及时采取风险
控制措施，并按照规定报告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国家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系统应当及时向疫
苗上市许可持有人通报监测信息。

在赔偿方面，国家实行疫苗责任强
制保险制度。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
购买责任保险。疫苗出现质量问题的，保
险公司在承保责任范围内予以赔付。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实行无过错补
偿原则。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
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
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因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引起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
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
中安排。因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引起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
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上市
许可持有人承担。

实行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对于问题疫苗，征求意见
稿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
种单位、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
发现假劣或者质量可疑的疫
苗，应当立即停止接种、分发、
供应、销售，并立即向所在地的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负责药品
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不得自
行处理。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
部门应当立即组织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和接种单位采取必要的
应急处置措施，同时向上级卫
生行政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假劣
或者质量可疑的疫苗依法采取
查封、扣押等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假劣

或者质量可疑的疫苗，不得隐
瞒、谎报、缓报，不得隐匿、伪
造、毁灭有关证据。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等部门建
立疫苗质量安全、疫苗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等信息共享机
制。同时，实行疫苗安全信息统
一公布制度。疫苗安全风险警
示信息、重大疫苗安全事故及
其调查处理信息和国务院确定
需要统一公布的其他信息由国
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公布。全国疫苗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报告情况，由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未
经授权不得发布上述信息。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疫苗上
市许可持有人明知疫苗存在质
量问题仍然销售，造成受种者死
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种者
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此外，对于各种程度的违
法行为，征求意见稿也有相应
的处罚手段。其中，提交虚假临
床试验或者上市许可申报资料
的；编造生产检定记录、更改产
品批号的；提交虚假批签发申
报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
段获得批签发证明的；发现上
市销售的疫苗存在质量问题或
者其他安全隐患，未采取召回
措施的；以及其他具有主观故
意的均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对于存在上述问题的疫苗

上市许可持有人将被处以没收
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撤销
上市许可证明文件，并处货值
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不足五十万元的，处
以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罚款。对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
关键岗位人员，没收其在违法
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
以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
罚款，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
产经营活动。

情形特别严重的，吊销药
品生产许可证，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关键岗位人
员终身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
活动。 （新华社、法制晚报）

加强疫苗上市监管 实施更严格的生产管理 明确问题疫苗控制措施

编造生产记录等严重违法行为责令停产

2008年7月
1日，湖南常宁成
为全国首个开通
免费公交的城
市，运营至今已
有十年。

十年过去，
尽管实际运营成
本增加，免费的
线路没有增加，
但仍在坚持。

面对记者的
采访，常宁市公共
交通道路运输管
理处主任刘建国
说：“现在（免费公
交线路）还是3条，
想再开通线路就
有点困难，刚开通
时免费公交线路
大概7、8公里，现
在是十多公里。”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获悉，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
卡马克大科学装置EAST（上图）近期实
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等多项重大
突破，获得的实验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
稳态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理条件，朝着
未来聚变堆实验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

EAST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自主研制的磁
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是世界上第一个
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瞄准未来聚
变能商用目标的关键科学问题，近年来
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
方面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

继去年创造了101.2秒高约束模等
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后，今年的
EAST实验重点开展了高功率加热下堆
芯物理机制研究的系列实验。通过优化
稳态射频波等多种加热技术在高参数
条件下的耦合与电流驱动、等离子体先
进控制等，实现加热功率超过10兆瓦，
等离子体储能增加到300千焦；在电子
回旋与低杂波协同加热下，等离子体中
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

该实验实现了高约束、高密度、高
比压的完全非感应先进稳态运行模式，
获得的归一化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稳
态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理条件，为正在
进行的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
工程和物理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
据与科学支持。

据介绍，在近期于印度举行的第27
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该实验成果受到
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

（新华社）

我国“人造太阳”EAST装置
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

湖南常宁现在既有免费公交车（右），也有收费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