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解答
疫苗接种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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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种疫苗在保护健康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 ：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

疫苗的发明和预防接种是人类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
疫苗接种的普及， 避免了无数儿童残疾和死亡。 世界
各国政府均将预防接种列为最优先的公共预防服务项
目。

我国通过接种疫苗， 实施国家免疫规划， 有效地
控制了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 通过口服小儿麻痹糖丸，
自1995年后， 我国即阻断了本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
播， 使成千上万孩子避免了肢体残疾； 普及新生儿乙
肝疫苗接种后， 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从
1992年的9.7%降至2014年的0.3%； 上世纪中期， 我国
麻疹年发病人数曾高达900多万， 至2017年， 发病人
数已不到6000例； 普及儿童计划免疫前， 白喉每年可
导致数以十万计儿童发病， 2006年后， 我国已无白喉
病例报告。 上世纪60年代， 我国流脑发病最高年份曾
高达304万例， 至2017年， 发病人数已低于200例； 乙
脑最高年份报告近20万例， 2017年发病数仅千余例。
国家免疫规划的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广大儿童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 不断提高免疫服务质量， 维持高水平接种
率是全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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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01234/0

!56789:;&<"=>?@AB'CD-.E0!56
789F;&<" GHIJ'(:;KLMNOPQRS
#$%&# T '()*+'%')('))* RUV:;&WXYZ[\
]2^_`a-./0bcNdefSghi&B'-.
E0jklmjnopjkqrUst-IiuvwNY#v
wxk ,-.-,-./0(1-+ yV z{ ()*+ | ( } (+ ~I��
O�� (.+0+.(()1,2 yV����I�dw�U��:;
��F;&� "�VF;&W��vwfI���

��s:;IvwW�r��V�-�v�f��d
f����v�� r¡��¢£¤F;&¥¦>§v
ws¨�Iiu©��

!"#$%&#'()!
%&*+! >?ª«¬®¯°®_± *(++ R * ²

( ³ 3  (-2 ´
,-!*,/*++-2,(4

5 5 5 5 %&.!µ¶·
/01#23456789:;<=>?:;

!"#$ @ % A !& B

!"#$%&'()*+,-.
/012-.345678

!"!
!"#$%&'()*+,-./0' 12345678

934:8;<=>?@A.@BC=D-E'F"GH7I
JKLMNOPQ?RST !"#$U %V !&WXYIJKLM
NOPQZ["\]^_`a"b !"'$U %V !&Wc ("W
def7IJKLMNOPQZRNghiIJjkMNlm
n`o$pq<r3efshilmn8tR234Xuvw
X"x:8yz{|}~��:�{���;<R Ngq<
����` ����

#$%&'()*+,-.
!"#$ / % 0 !% 1

! "

!"#$
%&'( !#$)*!

!"#$%& '()*+,- ./01
2&/304567)89::;<=>?@
,ABCD& EFGHIJKL/'MNO
'(PQ>

! = "# R&!"#STUL/'MNV
W;$X2& ?$YZ;[2\X& ]1^
$% _`[2&a_2b &'()* cd&e1K
)' _fg9hi& a_jklhi2b
+)("* cd> ?$mno1 ! _`[2&pq
^rstu $,'+''++'' L/v_wx+
_y-$,'+'')'-! L/v_wx, _hiy0
z{u $,'.'$*+.+ L/v_wx, _hiy>

|}K~V7&!= +! R&st0z{V
��'2k5��Q�stuL/p1��
2>�9�&st12/3���x��y7L
/V�P/3&��7���*����;�
12V> �a�./U6�p�r�V./
��&�����G��� ¡&�¢6£9
& _��&6fg9hi¤ , ¥¥v> ?$�
��.£VW;_��7¦'+-'&-+$-+!-
+-/'--++& §7�_��1k9?$`[
2>�z{V���¨©.£9�_��&ª
k�«¬¬12> , ¥hiv_&ªk®¯

2b°± %!))+' d>
���²& �?³k´12U§µ�¶

·p�¸9��&¹º»��?³§¼st&
W`½;¾§�2>

¿ $,'+'')'-! L/v_w45ÀÁ�
ÂÃ¦����7mÄÅVÆÇÈÉ& Êm�
ËÌ�ÍÎÏ9> �ÐÑkÒ�&©KÓÔ&

Ì�Õ_$$Ö×& ØiÎ_ÙÚVÛÜ©
Ö×&Ý�§7a$ )- d&Þß²�àá½â
ã�½äåæ&ç©è�<2§1Öl9> �

éÕ½L/45ÀÁ�Êv_wêëxz
ìí½îïí .%ð +dyñòóê-ôõö
÷& Jº»9øùú'ûüý12V�¶·&
µ12oþp�¸9|jV¢> "+,-#

ÿ!"!"#CD#K$%
½> !"#$%V ,' %½&&'/
()*+, $., -d& ./ )'+!
Ï'/Ï+0V12&1Z/�V
v_3456;7> QÊ&!"#
89CD9&:7'/()V;<
=>?@AB>

!"#STU&jC#;D�
Ef&e1FG0FH;<IDZ
JGK#LMNO> ZJGK#P
�7!"@,QRS&TS�%}
aÏV ! =UVl - =WV&XY
�º»Î'HSGK,úZ7[ê
,ú\S> ]Ï]K +- ^,ú\
S&]_ )! `TS&pqÊaZ-
bc0dieV )) <fugg&
�%h ! = )' RÑij - = +)
R> a^,ú6_ , `TS>

kP& lC;<mÊfg1>
\;únopf-qrs-jtu
v-wxyz{-|(îvÅ-}~
�ç-���"-ZJ��-}��
R�p[> e1j`T;f��/
�_;<>

ïH;7������hd�
�}°�V����> !"#ST

U&��-R�-�Z-}�-aZ[
Z(VH;���ù& ;<=>A
B>

! = +. Rj )) R7!"#S
TUVW;�& ?��/+0}
))()* -d& e1�/@,+,
)+(.+ -d& 8�T!"#$%K
'÷U�& :7��G]Ï'/ 
DR$%V+0ÑÝ&¡´¢&ç�
£m7Î'H;- bG[;<¤¥
fg��> !"#�PV )) �&'
/()VÝ¦�+0} +-(** -
d&!"#STUVW;�&Ê§K
Î'H;0 012 ;<V4¨U&
�/+0©./ && -d& 5I+
^&/�Vv_¥4ª9«°>

h - = ++ RX¬&bcÎ'H
;µiY®X¬d;¯VT;&
°�/�«VÚ±%²�|'>

". /#

!"#$%&'()*&+,- !"./+0 !
"
#
$
%
&
'
(
)
*
+
,
-
.
/
0

01 $
2 3 # $
4 5 6
!"#$$ 78
49:;%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周倜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时事·体育 16

� � � �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馈情况26
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向社会进行
第二次集中公布，当天公布了中央巡视组
对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党组的巡视反
馈情况。至此，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
馈情况全部公布。

这8个中央单位是：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原
国家旅游局）、海关总署、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新华社；8家
央企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
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储备粮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
视对14个省区、8个中央单位、8家央企党
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并将被巡视省区涉及
的10个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
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一并纳入巡视
范围。 从今年2月下旬到5月下旬，15个中
央巡视组在被巡视地方、 单位工作了3个
月。

7月22日， 中央巡视组首批集中公布
了14个省区和10个副省级城市的巡视反
馈情况。7月26日，中央巡视组第二批集中
公布了以上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的巡
视反馈情况。

根据巡视反馈情况， 中央巡视组在8
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都发现了一些问
题。与第一批巡视反馈相比，本批巡视反
馈发现的问题中，有一些共性问题，也有
一些新特点新表现。

政治站位不够高
一些中央单位和央企存在

“温差”“偏差”

十九大后中央巡视工作第一次把“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巡视工作根
本政治任务，同时第一次按照“六个围绕、
一个加强”开展监督检查，即围绕党的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和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开展监督检查，同时加强对十八届巡视整
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与首批巡视反馈一样，8个中央单位和
8家央企均被指出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上“存在差距”“不够深入”“不够到
位”“实效性不够强”等问题，有的中央单位
还被指出“政治站位不够高，‘四个意识’不
够强”“‘四个意识’树得不牢”。

本轮被巡视的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
企，均被不同程度地指出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该领域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不够有
力， 或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
推进改革统筹谋划不够、力度不够等。

有的中央单位被指出“对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学习贯彻不够严肃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精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温
差’”，有的中央单位被指出“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监管‘四个最严’要
求和中央决策部署有‘温差’，政治责任感
不够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够坚定”，
有的中央单位被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不够到位”。

这充分体现了十九大后中央巡视进
一步深化政治巡视，以“四个意识”为政治
标杆，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的
内在要求。

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一些中央单位和央企
选人用人问题突出

巡视是把监督挺在前面的重要形式，发
挥着政治监督、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的作用。

本批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的巡视
反馈中，除了被指出“两个维护”、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方面有差距外，有的中央单位还被指出

“一些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有的
中央单位被指出“纪律建设薄弱，纪律和
规矩意识淡漠，监督执纪软弱乏力”，有的
央企被指出“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违
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问题时有发生”。

记者梳理发现，中央巡视组列出的“问
题清单”中，组织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

比如，有的中央单位“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偏弱， 队伍建设统筹谋划不够，少
数干部选拔任用把关不严，执行有关制度
程序不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问题比
较突出”，有的中央单位“党建工作层层递
减，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执行选人用人
规定不严”，有的中央单位“选人用人方面
的问题反映较多，日常监督管理存在薄弱
环节，干部流失问题比较突出”。

正风反腐不能停歇
一些重点部门和重要岗位

廉洁风险较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反腐败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
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作为发现
问题的“显微镜”和“探照灯”，十九大后首轮
中央巡视的“体检报告”，再次印证了党中央
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的准确判断。

与上一批次集中公布的14个省区和
10个副省级城市一样，8个中央单位和8家
央企在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

作风方面，有的中央单位“特权思想
和特权现象仍然存在，不担当、不作为问
题有所表现”，有的中央单位“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打折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仍有表现”，有的央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屡查屡犯，一些干部存在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有的央企“顶风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频发，有的领导人

员特权思想比较严重”。
反腐败方面，有的中央单位“食品药

品审批监管领域廉洁风险较大，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有的中央单位“一
些重点部门和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数字腐
败、 利益输送问题时有发生”， 有的央企

“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比较突
出”，有的央企“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工程
建设、项目投资、企业并购等廉洁风险较
大，‘靠企吃企’、 违规招标采购等问题仍
比较突出”。

央企党建仍有短板
企业党的领导作用需进一步发挥

十九大后首轮巡视， 将8家央企纳入
巡视监督范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有
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的高度重视。

记者梳理发现，8家央企在党建责任
意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国企基层党建
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有的央企“抓党建的责任意识不
够强， 落实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有
差距，党建工作薄弱问题依然存在”，有的
央企“党组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党的组织
建设乏力，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力度不
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到位”，有
的央企“以党建促发展意识不强，基层党建
工作和选人用人方面问题比较突出”。

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
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

与上一批集中公布的14个省区和10
个副省级城市一样，本批8个中央单位和8
家央企也均被指出存在上次巡视整改不
彻底、不到位等类似问题，在中央巡视组
给出的整改意见中，也明确要求被巡视地
方、单位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统筹
抓好上次巡视整改不到位和本次巡视指
出问题的整改，进一步印证了十九大后中
央巡视突出强调巡视整改的鲜明特点。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巡视组在8个中央单位和8家央企发现哪些问题

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 月 26 日

第 201820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62 1040 272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693 173 119889

3 0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7月26日 第201808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6705291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8
二等奖 10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839185
23 1732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24
70680

1280294
10210345

56
2734
47517
358559

3000
200
10
5

1607 21 23 2617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00 5 9 8
排列 5 18200 5 9 8 6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 湖南日报7月 26日讯 （记者 周
倜 ）7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对第
十八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人员
名单进行公示。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
了解到，我省有包括张亮、黄瑰芬、周

倩等24名运动员入选大名单，亚运会
湖南选手的数量有望再创新高。 此
外，三位湘籍教练将以国家队教练员
的身份出征。

据悉，24名入选公示名单的湖南运

动员将参加赛艇、皮划艇静水、摔跤、柔
道、田径、水球、羽毛球、龙舟等12个大
项、共计26个小项的比赛。

除24名运动员入选外，还有三位湘
籍教练将以国家队教练员的身份出征，
分别是龚大立（水球）、 贺向阳（羽毛
球）、赵文进（跳水）。

该公示名单公示时间为7月26日至
8月3日。

第十八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人员名单公示

我省24名运动员入选� � � �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25日电 巴西
队主教练蒂特25日与巴西足协续签合同，
同意执教巴西国家队至2022年世界杯， 薪
金不变。

蒂特也是自1978年以来首位世界杯失
利后依然留任的巴西队主教练。

蒂特继续执教巴西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