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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8 个督导组进驻 8 省辖市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调查进展，又有两家河南药企牵涉疫苗事件
□记者 魏浩 李晓敏

昨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再次通报问题疫苗事件的调查进展，落
实出 12 名相关人员和又一批涉案企业。而在我省，相关的调查工
作也在紧张开展中：省食药监局已派出 8 个督导组进驻 8 个省辖
市；在省会郑州等地，针对接种门诊的普查也已展开。

最新进展 |
又有两家河南药企牵涉疫苗案件
昨日上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
布最新通知称，通过涉案药品生产
企业的产品流向自查汇报，未发现
涉案药品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流
入非法渠道。但是总局在近日又
确认了一些线索，涉及到我省的两
名人员信息得以确认，其中一人是
李留柱（上线第 25 号）为南阳致远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张昱
（上线第 27 号）为河南中联医药有
限公司业务员。而根据多条调查
线索，南阳致远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可能是造成涉案药品流入非法渠
道的主要责任单位，加上此前公布
的郑州邦正医药公司在内，我省已
有 3 家医药企业牵涉到此事之中。

记者调查

河南中联医药有限公司
昨日上午，大河报记者先后与上述业务员联系，均未获得
进展。河南中联医药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接到记者电话
后，以已经了解情况为由匆匆挂断电话。公开资料显示，该公
司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新增的股东“张煜”，与总局公布的张昱
为同音，但是否为同一人不得而知。新乡市食药监局相关工
作人员称，调查尚在进行，
有结果会及时通报。
南阳致远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而南阳食药监局发布的通告则称，南阳致远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是该市唯一一家生物疫苗企业，目前该市暂未发现涉
及山东销往当地的线索，对于上级交办的查找销售线索，该局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相关负责人称，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会及
时对外发布。记者调查发现，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物制品、
疫苗和消毒液（不含易毒致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批发，
是豫西南唯一一家专业经营生物制品及疫苗批发的企业。该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称，
目前公司在接受调查。

我省行动 |
8 个督导组进驻 8 个省辖市
郑州开始普查接种门诊
据了解，昨日我省食药监局再
次召开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关于
山东疫苗案的工作，决定派出 8 个
督导组下派到郑州、鹤壁、南阳、平
顶山、开封、新乡、周口、商丘等 8
市，要求当天下午进驻到位。至于
各地的调查进展，随后将由国家食
药监总局统一公布。
昨日下午，大河报记者在省会
郑州多家预防接种门诊走访时得
知，由于对疫苗的多种疑虑，导致
大约三分之一的家长暂缓或取消
了疫苗接种。但相关工作人员也
坦承，近些天一直在向家长做解释
工作，
“ 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一名
医护人员说。与此同时，昨日郑州
食药监部门派出工作人员，对市区
预防接种门诊开展普查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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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不少
“上下线”
都是药企业务员
据新华社电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3 日
发布通知称，在听取涉案药品的生产企业
关于产品流向自查情况的汇报后，未发现
涉案药品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流入非法渠
道。根据药品生产企业提供的信息，初步
确认了部分上下线线索人员身份。
●初步确认的上下线线索人员身份：
上线第 82 号牛自信为陕西医维达康生
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25 号李留柱为南阳致远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15 号王忠林为贵州城海医药有
限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4 号张磊为安徽省鹭燕大华医
药有限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78 号张勇为成都市仁邦医药有
限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2 号郑健为安徽颐华药业有限
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10 号毛晓琴为兰州华卫药品生
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81 号单二联为陕西益康众生医
药生物有限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27 号张昱为河南中联医药有限
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92 号济宁福泰为济宁福泰医药
有限公司业务员；
上线第 16 号高英祥为保定市保北医药
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
下线第 131 号王康友为陕西邦信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
●可能是造成涉案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的主要责任单位：
山东鲁越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河北省
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陕西益康众生医
药生物有限公司、吉林尚元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保定市保北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福泰医药有限公司、陕西医维达康生
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南阳致远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四川恒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食药监总局要求，相关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立即对上述药品经营企业进行调查，
彻底查清产品的真实流向，查实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的，依法严肃惩处。调查结果于 3
月 26 日前上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由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统一向社会公开。
请继续阅读 A07 版

好的睡眠 从“头”开始
●咨询热线：
65795602
65796192

要检查疫苗的出入库和冷链设备
登记记录，疫苗批号、有效期以及
批签发条码等。在林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门外，一名家长告诉记
者，幼儿园的很多孩子还是在坚持
打疫苗，
“估计不会有问题吧。”
而针对非法疫苗事件，国家食
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昨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疫苗事件，
食药监正在做四件事：一、彻查案
件，一定查清，20 日晚上食药监总
局已经查出上游 107 人、下游 193
人，联合卫计委以及公安部开展深
入的查处；二、严处违法违规犯罪
分子、涉及谁就处理谁，这里有个
人也有企业部门等；三、信息公开，
任何查实的事情，第一时间公布；
四、补漏洞，
出问题肯定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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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式：

□记者 叶翔宇

全国情况

国家卫计委：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未发现增多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计委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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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煌说，目前国家卫计委正与
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同时要求

全国情况

地方卫生计生部门与相关部门联
系，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购进和使用
第二类疫苗的行为。同时，国家卫
计委组织专家对事件进行研判，从
我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信息
管理系统报告情况分析，未发现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多的情况。

泰国进口纯天然乳胶枕，
每个仅需 388 元，买一对更优
惠，只要 700 元！乳胶枕特卖
会上如此大力度的优惠引发
了市民的抢购潮，我们的营业
网点一天之内就补了两次货，
欲购从速哦！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们
的价格这么低，在这里告诉大
家：此次特卖会售卖的乳胶枕
是从泰国原装进口空运到郑
州，原产地直销，中间没有任
何价格加成。在泰国旅游买
的乳胶枕大多在七八百甚至
上 千 ，价 格 中 含 有 当 地 旅 游
局、领队、导游等的提成，在商

场买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此
次优惠力度空前，实惠又有品
质保障。
此次特卖会主打的颗粒
按摩枕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原
理，符合凹弧人体曲线，完美
S 形曲线贴合颈椎生长曲度，
减少头部疲劳。它采用独有
的 按 摩 颗 粒 设 计 ，时 刻 按 摩
着您的颈部，促进血液循环，
帮 您 释 放 压 力 ，使 您 更 容 易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枕芯设
计有科学排列的多维气孔，可
排出人体的余热和湿气，更加
有助于您的睡眠。另外，乳胶
枕对改善颈椎、腰椎，抑制打
鼾和哮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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