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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全国党建研究
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
出重要指示，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国广大党建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

国党建研究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发挥党建高
端智库作用，发扬成绩，发挥优势，围绕协调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在会见与会代表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党建研究工作的高度重
视，深刻阐明了党建研究会的职责定位，阐明
了党建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主要任务，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刘云山指出，做好新

形势下的党建研究工作，重要的是把握政治方
向、体现高端特色、坚持问题导向。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
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论
是制定研究规划，还是开展课题研究，都要体
现好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体现好全面从严治党
的要求。 要围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凝练主攻方向，注重研究质量，推出更多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在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
建理论体系上取得新进展。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带着问题研究，对准问题思考，深入研究党
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加强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就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

� � � �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件近来引起公众对疫
苗的关注：疫苗不经冷链运输会有什么后果？ 担
心接种的疫苗无效要不要补种？ 一类疫苗和二
类疫苗在运输和使用方面有什么不同？ 在国家
卫计委23日组织的媒体座谈会上， 我国免疫规
划专家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不冷藏的疫苗有多可怕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委员

会主任委员赵铠：疫苗是各类病原微生物制作
的生物制品。 有的疫苗是减毒的病毒，比如麻
疹疫苗的主要成分就是减毒的麻疹病毒，它是
活的；有的是灭活疫苗，细菌灭活以后，它是活
性的蛋白质，起到免疫功能。

因此，疫苗比较娇嫩，比如说疫苗怕热、怕
光，有时候有的疫苗还怕冻。 为了保持疫苗的
活性，运输中要使用冷链。

一般讲，如果疫苗在储存、运输过程中，没
有冷链，疫苗的活性或多或少会受影响，但是也
与它在冷链外的时间长短和温度高低有关系。

至于未经冷链运输的疫苗是否会有接种不
良反应，需要综合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需要调查
违规疫苗运输的冷链情况， 二是需要调查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的监测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
士王华庆：从理论上来说，此次涉事的疫苗是
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不是假疫苗，或者伪劣

的疫苗，它在前期有质量控制，安全风险会小
一些。 在后期没有冷链运输的影响有多大，还
需要评估。

一类二类疫苗是什么关系
王华庆：一类疫苗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国

家确定的14种疫苗预防15种疾病。二是省级卫
生行政部门增加的，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内。 第
三种是政府组织的应急免疫， 比如发生疫情
了，要应急免疫，或者可能预测到这个疾病要
流行了，组织群体接种，这都属于第一类疫苗。

第一类疫苗免费接种；第二类疫苗是自费
的，自愿的。

第二类疫苗的管理，从技术来说，与第一
类疫苗没有差别。 不管是流通环节还是使用环
节，技术要求都是一致的。 只不过它的采购方
式是有所不同的， 供应渠道也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类疫苗的采购是由政府来进行采购的，之
后通过疾控系统逐级分发， 最后到接种单位。
第二类疫苗是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
条例的规定，生产企业可以直接向经营企业供
应，也可以向疾控部门、接种单位供应。 经营企

业可以向疾控机构供应， 可以向接种单位供
应，也可以向另外的经营企业进行供应。 所以
渠道上是不同的。

国产进口疫苗有无质量上的差异
赵铠：国内疫苗的工艺水平和国外是完全

相似的。 特别是疫苗质量，我国2010版药典和
欧盟的药典标准是一样的。 有的国产疫苗与进
口疫苗做了对比研究或观察，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国内生产的疫苗， 每批制品出厂上市
都要进行强制性检验、审核，叫做“批批检”，不
合格的不得上市。 我认为这个质量是有保证的。

王华庆：其实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要求的
标准是一样的，达到了才进入市场。 我们国家
绝大部分都用的是国产疫苗，我国传染病得到
控制是国产疫苗的贡献。 如果没有国产疫苗，
我国脊髓灰质炎、乙肝、麻疹的控制就不会那
么好，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疫苗给孩子接种
得到的效果。 所以，最终的评价是要看应用疫
苗之后是不是这个疾病得到了控制，是不是它
的疑似异常反应增多。 其实，从我们监测来看，
国产和进口疫苗没有很大的差别。

有无可能出现
给公众接种过期疫苗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韩琤琤：作为基层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疫苗采购
的路径是非常严格的， 在有效期上也有严格的
规定， 近半年到有效期的药品进入不了采购配
送系统， 系统会自动屏蔽， 根本不可能进到机
构。 此外，疫苗的购进是以月为单位的，一批用
完再进第二批，一个月清理一次，而且是由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配送，统一采购。

如何判断疫苗为问题疫苗
韩琤琤：疫苗的批号是可以追溯的。 每一

个孩子每一支药都对应一个批号，这是可以查
的。 因此，可以追溯到某个批号到底打到哪个
孩子的身上。 疫苗的有效期、接种的时间等，也
都是完全可以溯源的。

王华庆：疫苗进入疾控系统时，会有一个
签收单，什么时候送来，送来的过程，它的温度
是什么样的状态，送的什么品种，量是多少，都
有一个完整的接收记录。 在使用的过程中，儿

童什么时间打什么疫苗、哪个企业的、批号是
什么，包括家长签字，都有两份记录，一份是在
家长手里即接种证，还有一份就是电子信息系
统的记录或者接种卡。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熊煌23日回应
非法经营疫苗案件时表示， 从目前的研判分析
看，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多的情况。

有无必要通过抗体检测
确认疫苗是否有效接种

王华庆： 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打上疫苗，
在什么时候应该补种， 不同的疫苗是不一样
的，这需要再判断。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 我打完疫苗是不是
成功了？国际通用原则是不需要检测的，因为疫
苗如果达到高接种率，整个人群就产生屏障了。

接种疫苗， 正常情况下不是说每个人都产
生保护，因为疫苗的主要作用是一个群体。比如
脊髓灰质炎，服完糖丸之后如果有80%到85%成
功了，小儿麻痹也会被阻断，而且被消灭。

如果大家都去打疫苗，我们就建立了这个
人群屏障，如果有一部分打疫苗，一部分不打
疫苗，将来这个疾病可能会流行。 所以说要控
制一个传染病，在接种疫苗方面，尤其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使用方面，要必须保持一个非常高
的接种率。 如果接种率不高，那么这个疾病就
会流行。 （综合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专业角度看疫苗

国家免疫专家权威答疑疫苗六问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