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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个月， 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的中
东、非洲之行，“一带一路”再次成为各界
关注的一大焦点。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先后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
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5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
繁荣注入推动力量、增添不竭动力。

中国理念
凝聚合作发展强大力量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
伐。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来
自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
表发出呼吁。

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倡议提出5年
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
潮中不断升华，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关键项目和示范性工
程纷纷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有了越来
越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
响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8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今年
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最新一
次扩容，相关程序完成后，亚投行成员总
数将增至87个，遍布全球各大洲；“蓝色经
济通道”“冰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一条条共筑梦想的
纽带多元联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
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日本《每日新闻》刊文指出，在美国奉行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背景下，以经济
合作为主线的“一带一路”影响力正变得不
容忽视，包括日本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都
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前景充满信心。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协调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一带一路”建设落地之处捷报频传、
硕果累累：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段开工
建设，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
组正式投产发电， 中国援助的阿富汗国家
职业技术学院大楼正在施工……

“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基础设
施条件，也为解决各自国内问题、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和推进工业化起飞提供方
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说。

中国方案
携手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一带
一路”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
放格局，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同沿线和世界
各国分享，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和“便车”。

昔日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中国中西
部地区，因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正
在成为开放新前沿。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空间逐步扩大，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回望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融入全球化
走向推动全球化，中国经济从引进来转变为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落实，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将继
续拓宽，中国优质产能和发展经验与沿线国
家正不断实现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彰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顶层
设计，凸显中国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和开
放型经济的郑重选择。

共建“一带一路”描绘的，也是合作共
赢新蓝图。

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结伴同行、携

手发展，打造一个又一个大工程、大项目，
“一带一路”成果惠及全球。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和重要国际合作
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加强各国基
础设施的“硬联通”，也要开展政策、规则
和标准的“软联通”；不仅接地气，还要高
标准；不仅效益好，而且高质量；不仅惠及
中国，更要造福世界。

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纠
正、 弥补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通过开放、 综合改善发展环境拉动经济，
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助推沿线各国发展。

中国智慧
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
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
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
严峻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急
需新的解决方案。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坚持
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遇，坚持包容普惠、
造福各国人民，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
治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
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
新的可能。

从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到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就共
建“一带一路”达成新的共识；今年9月举
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把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同非洲各国发
展战略结合起来，推出加强中非全方位合
作的新方略、新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不
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促进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 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阮宗泽说。

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搭建实践平台。

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接欧洲经济圈，
覆盖非洲和亚欧大陆，“一带一路”将各国
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为各国带来共同发
展的机会。

从哈萨克斯坦到印度尼西亚， 从雁栖
湖边到西子湖畔， 从世界经济论坛到日内
瓦万国宫……习近平主席利用多个国际场
合深刻阐述“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和历史
意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这条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 成为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注脚。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
河。5年来，“一带一路” 沿线各方一点一滴
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
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 !"#$%$$ *+,-.*/012
&'(34, $ 5-65,7 &'# 89:; <=>?@A
BCD.*EF)3GHIJ KLMNO:PQ3RS
('%')'$% TUVWXYZJ[1 # 5\,]

@AB^_`abXcd&'(efgh#i !%%' j
klmno+pqKr*stuVW&'(lmdZ-v
wxy3z{|^ #* j] }~^�>?q�V>���
���q����q����q/����+* j�r*��
��:q��������q�KX��|^� '""" :
 v�1¡�

& ¢ '+ ".OJ@ABxMNO:P£¤¥J¦§c
>�5TJw¨©ª�&'(+,J«¬T�®¯ * 5
°±J²D©*�³´( +(Jµ¶·(¸�_¹J´(�
º3D +(�©ª»¼½1¾�ªq¿ÀKÁÂ�ÃÄ©
ª&'(X+,°±qÅA�x´(^ +(qÆÇÈÉq²
DÊÊu1¯ !* :; ËÌÍ33ÎÏ·(qÐÑ2Ò¯Ó
K��XÔÕÖ°±q·(3×_tu/ØÏnqÙÚÛ
wX&'(3Ü,ÝXÞß¼�à\n] K�Uáâq�
ãäX^åæqçèy×34,^&'(lmÏK +* j
�é¨ê3ëì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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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234 (56789:;<1=>?@ABCDEFA
GHI%&4 1=JGKLMNOPQRS(TUV4

!"#$%!WXY "&'$'(#)&*+
! ! ! ! ! ! ! ! ! ! ! ! ! ! !Z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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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92 9 7 5 2 5 9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1369601.4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15 9 3 9
排列 5 18215 9 3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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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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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5年成果综述

� � � �图为2016年10月3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一列试运行列车在亚吉铁路上行驶。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天下微评 莫让“网红”沦为“网坑”
� � �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 一种全新的经济业态———“网
红”经济迅猛发展。从朋友圈疯传
的景区、游乐园，到各种化妆护肤
品、美食、“功能神器”，再到线下“网
红”门店火爆异常，“网红”产品越来
越被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群
体所追捧。但是，其中的套路与坑，
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与担忧。

新华社记者前不久调查报道，
有些“网红”产品的“爆棚”人气，实
际上是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甚至
造假炮制的。 为了打造 “网红”产
品，推手们真是脑洞大开：线上花
钱刷 “赞”， 线下雇人在门店排长
队；虚假宣传，肆意夸大产品功效；

虚构各种奇葩的荣誉， 自抬身价；
合成加盟代理商“喜提车房”之类
的照片，虚假炫富等等。不少“网
红”产品质量堪忧，竟然是三无产
品，山寨侵权产品。

“网红”经济的各种坑，让人防
不胜防，危害不容小觑。不仅扰乱
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市场“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也让普通
消费者深受其害，损害其权益和身
心健康。一些经营问题“网红”产品
的商家， 往往狂赚一把就跑路。当
消费者发现上当受骗前去维权时，
对方早已人去楼空，追偿无门。

如何对症下药，不让“网红”经
济沦为“网坑”经济？政府的市场监
管和执法要及时跟进。 对问题 “网

红”产品和违法违规的“网红”商家，
要依法严惩，提高其违法成本，加大
打击的震慑效果。 建立诚信追溯机
制和“黑名单”制。将无良的“网红”
商家纳入失信者的黑名单， 让其在
市场上寸步难行。 强化互联网平台
的连带责任。对用户举报较多、涉及
销售假货、 诈骗和商业侵权的个人
微信号，进行封号等处理。

更重要的是，商家要严格自律，
苦修内功，真正做到质量为王。虚构
的“网红”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吸睛吸
金， 但终归会被大浪淘沙的市场竞
争所淘汰。 只有在产品的质量上下
功夫， 恪守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红
线，做到依法诚信经营，才能使“网
红”产品“持久红”。

肖丽娟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黄泊远） 今
天， 2018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湖南站） 暨湖南省“体育·
新时代” 快乐体操夏令营在长沙开营， 全省14个市州共100名小朋
友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 湖南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湖南省体操运动协会承办。 夏令营为期5天， 主要参与对象为全省
5至8岁青少年儿童， 内容包括体操知识普及、 身体素质测试、 体操
明星互动、 快乐体操等级动作教学与考核、 人文历史教育等板块。

今天的开营现场， 小朋友依照年龄分为四组， 进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闯关游戏。 现场用快乐体操器材摆出复杂地形， 小朋友用跑、 跳、
钻、 爬等方式， 穿越各种障碍。 游戏中间， 4名来自体操学校的小运
动员进行了单杠、 跳板、 鞍马等项目的展示。

张嘉好今年6岁半了， 是第一次参与快乐体操活动。 她妈妈说，
“希望这次活动能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 提升她的自信心。”

湖南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敬表示， 新时代下，
体操项目承载了竞技体操和全民健身的双重任务。 湖南快
乐体操将逐步完善长效机制， 在提升广大青少年儿童体质
同时， 挖掘优秀苗子。 未来， 也将进一步加强快乐体操进
校园， 让更多孩子有机会参与快乐体操。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部2014年开始推广快乐体操， 我省作为
全国快乐体操试点省份， 已开展了近3年的快乐体操实践， 并在
全省14个市州幼儿园、 小学建立了10余家快乐体操示范点。

湖南“体育·新时代”快乐体操夏令营开营

体操可以很快乐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教
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
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10日表示，办法对部属师范大学师范
生公费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规定，将“师范生免费教育
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

按照办法，国家公费师范生享受免缴学费、住宿费和补
助生活费政策，通过双向选择等方式切实为每位毕业的公费
师范生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这位负责人认为，这些政策会
增强师范生就读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自豪感。一些地方根
据当地实际已经初步建立了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办法将地
方制度探索正式纳入国家制度体系并逐步健全。

这位负责人说， 办法将公费师范生履约服务期调整为6
年。任教6年刚好能完成小学或中学完整的教学周期，也为公
费师范生营造更大发展空间，进一步焕发政策的“生命力”。

教育部：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
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为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
我国对自美进口的部分农产品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
这些措施对中美两国相关产业影响如何？今后中国农业对外
开放政策的方向是否将有所调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日前接受记者采访，就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农产品焦点问题作了详尽回应。

据韩俊介绍，目前为止我国公布了两批对自美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的清单。 第一批是6月15日中方发布公告对美国
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共涉及517项农产品，主要
包括大豆、谷物、棉花、肉类、水产品、乳制品、水果、坚果、威
士忌酒和烟草等，自7月6日起开始实施征税。第二批对美征
税清单商品涉及387项农产品，主要包括生皮、植物油、蔬菜、
咖啡、可可制品等，涵盖绝大多数第一批未征税的农产品。

韩俊表示，中方不愿与美方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所做所为，
中方不得不出台必要的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在广泛听取
意见、认真评估影响后提出的，是理性和克制的。对中方而言，由
于进口来源多元、进口市场广泛，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的
影响非常有限。今后有关部门将对反制措施效果进行评估，力争
把反制措施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美国农业受到冲击是可以
预见的。” 韩俊说，“尽管美国白宫和农业部宣布将实施最高
12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 但美国农民将可能失去几十年
努力开拓的中国市场。”

反制措施导致的大豆进口缺口，是否会对我国食用油和
畜禽养殖产业产生较大影响？韩俊表示，我国完全有能力应
对美国大豆进口减少的缺口。

韩俊说， 我国对食用油和蛋白饲料的需求持续增长，但
土地资源有限，很难在保证小麦、水稻等主粮产品基本自给
的同时， 还能保障大豆等其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有效供给。
目前国内大豆的产需缺口为9000多万吨， 需要依靠国际市
场补充。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大豆生产国，产量在1亿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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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个月， 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的中
东、非洲之行，“一带一路”再次成为各界
关注的一大焦点。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先后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
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5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
繁荣注入推动力量、增添不竭动力。

中国理念
凝聚合作发展强大力量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
伐。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面向来
自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
表发出呼吁。

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倡议提出5年
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
潮中不断升华，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关键项目和示范性工
程纷纷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有了越来
越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
响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8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今年
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最新一
次扩容，相关程序完成后，亚投行成员总
数将增至87个，遍布全球各大洲；“蓝色经
济通道”“冰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一条条共筑梦想的
纽带多元联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
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日本《每日新闻》刊文指出，在美国奉行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背景下，以经济
合作为主线的“一带一路”影响力正变得不
容忽视，包括日本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都
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前景充满信心。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协调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一带一路”建设落地之处捷报频传、
硕果累累：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段开工
建设，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
组正式投产发电， 中国援助的阿富汗国家
职业技术学院大楼正在施工……

“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基础设
施条件，也为解决各自国内问题、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和推进工业化起飞提供方
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说。

中国方案
携手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一带
一路”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
放格局，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同沿线和世界
各国分享，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和“便车”。

昔日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中国中西
部地区，因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正
在成为开放新前沿。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空间逐步扩大，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回望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融入全球化
走向推动全球化，中国经济从引进来转变为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落实，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将继
续拓宽，中国优质产能和发展经验与沿线国
家正不断实现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彰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顶层
设计，凸显中国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和开
放型经济的郑重选择。

共建“一带一路”描绘的，也是合作共
赢新蓝图。

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结伴同行、携

手发展，打造一个又一个大工程、大项目，
“一带一路”成果惠及全球。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和重要国际合作
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加强各国基
础设施的“硬联通”，也要开展政策、规则
和标准的“软联通”；不仅接地气，还要高
标准；不仅效益好，而且高质量；不仅惠及
中国，更要造福世界。

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纠
正、 弥补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通过开放、 综合改善发展环境拉动经济，
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助推沿线各国发展。

中国智慧
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
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
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
严峻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急
需新的解决方案。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坚持
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遇，坚持包容普惠、
造福各国人民，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
治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
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
新的可能。

从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到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就共
建“一带一路”达成新的共识；今年9月举
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把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同非洲各国发
展战略结合起来，推出加强中非全方位合
作的新方略、新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不
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促进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 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阮宗泽说。

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搭建实践平台。

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接欧洲经济圈，
覆盖非洲和亚欧大陆，“一带一路”将各国
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为各国带来共同发
展的机会。

从哈萨克斯坦到印度尼西亚， 从雁栖
湖边到西子湖畔， 从世界经济论坛到日内
瓦万国宫……习近平主席利用多个国际场
合深刻阐述“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和历史
意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这条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 成为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注脚。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
河。5年来，“一带一路” 沿线各方一点一滴
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
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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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一带一路”建设落地之处捷报频传、
硕果累累：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段开工
建设，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首台机
组正式投产发电， 中国援助的阿富汗国家
职业技术学院大楼正在施工……

“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基础设
施条件，也为解决各自国内问题、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和推进工业化起飞提供方
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说。

中国方案
携手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一带
一路”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
放格局，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同沿线和世界
各国分享，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和“便车”。

昔日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中国中西
部地区，因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正
在成为开放新前沿。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空间逐步扩大，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回望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融入全球化
走向推动全球化，中国经济从引进来转变为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入落实，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将继
续拓宽，中国优质产能和发展经验与沿线国
家正不断实现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彰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顶层
设计，凸显中国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和开
放型经济的郑重选择。

共建“一带一路”描绘的，也是合作共
赢新蓝图。

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结伴同行、携

手发展，打造一个又一个大工程、大项目，
“一带一路”成果惠及全球。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和重要国际合作
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加强各国基
础设施的“硬联通”，也要开展政策、规则
和标准的“软联通”；不仅接地气，还要高
标准；不仅效益好，而且高质量；不仅惠及
中国，更要造福世界。

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纠
正、 弥补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通过开放、 综合改善发展环境拉动经济，
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助推沿线各国发展。

中国智慧
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
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
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
严峻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急
需新的解决方案。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坚持
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遇，坚持包容普惠、
造福各国人民，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
治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
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
新的可能。

从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到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就共
建“一带一路”达成新的共识；今年9月举
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把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同非洲各国发
展战略结合起来，推出加强中非全方位合
作的新方略、新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不
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促进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 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阮宗泽说。

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搭建实践平台。

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接欧洲经济圈，
覆盖非洲和亚欧大陆，“一带一路”将各国
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为各国带来共同发
展的机会。

从哈萨克斯坦到印度尼西亚， 从雁栖
湖边到西子湖畔， 从世界经济论坛到日内
瓦万国宫……习近平主席利用多个国际场
合深刻阐述“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和历史
意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这条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 成为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注脚。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照亮银
河。5年来，“一带一路” 沿线各方一点一滴
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
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武汉生物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处置工作核查组公布工作进展

� � � �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按
照国务院要求，国家药监局会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核
查组8月1日赴湖北， 对2017年
发现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生物
公 司 ）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607050-2效价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处置工作开展核查。

核查组抵达武汉后召开了全
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求，决定设立综合组、调查组、补种
组、专家组等工作组，全面开展核
查工作。 核查组听取了湖北省政
府、省市监管部门和武汉生物公司
的汇报，通过现场勘查、调阅文件、
核查卷宗记录、 比对数据资料、约
谈有关人员等方式，还原了设备故
障现场情况，核实了百白破疫苗生
产经营情况，确认了不合格疫苗流
向和补种情况，摸排了企业存在的
风险隐患，查核了地方监管部门日
常监管和执法处罚情况。

经核查，该批次不合格百白

破疫苗为2016年7月19日生产。
因分装设备传动链条故障导致
停机20分钟。停机期间，因灌装
前的半成品缓冲罐摇动不充分，
导致该批次疫苗有效成分分布
不均匀。企业出厂自检时，未考
虑到设备故障可能引起质量不
稳定问题，未对故障时间段分装
的产品进行专门检验，仍按照常
规方法进行抽检，致使自检效价
结果未能真实反映该批次疫苗
质量状况。 该批次疫苗上市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以下
简称中检院）对疫苗批签发有效
性指标按规定的比例进行随机
抽检时，未抽到故障时间段分装
的疫苗。2017年10月27日，中检
院在国家药品抽验中发现，该批
次白喉效价81IU/剂， 国家标准
为不低于30IU/剂； 破伤风效价
56IU/剂， 国家标准为不低于
40IU/剂，这两项指标符合规定。
百日咳效价2.8IU/剂，国家标准
为不低于4IU/剂，不符合规定。

经核查，武汉生物公司已召

回该批次全部未使用的疫苗，并
在武汉市药品监管部门监督下
销毁。中检院对武汉生物公司其
他批次百白破疫苗进行了检验，
质量指标均合格。不合格百白破
疫苗流向的河北、重庆两省市已
按照要求开展补种工作。截至目
前，已分别完成了应补种儿童总
数的71%、75%。考虑到百白破疫
苗应分别在3、4、5、18月龄进行4
剂次接种，尚未补种的后续剂次
需根据受种儿童的实际接种情
况确定间隔时间。因此，补种工
作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核查组认定，武汉生物公司
未按生产规程操作。地方监管部
门存在监管不到位问题。对事故
的处罚没有按国家有关法规和
规定从严从重，行政处罚偏轻。

核查组强调，下一步，国家药
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督促企业进一步整改，依法严肃追
究企业和监管部门责任、落实补种
措施、 及早发布核查处理结果。其
他相关后续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