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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PV疫苗的4个问题

1 上市的HPV疫苗有什么功能？

新获批上市的宫颈癌疫苗是 2价疫苗，主要针对 HPV16 和

HPV18两种病毒亚型，因为它们导致了70%左右的宫颈癌病例

2 接种疫苗的价格是多少？

省级中标价格为580元一支。加上其他费用一支疫苗

接种价格在600余元，完成全程接种需要1800余元

3 疫苗适合哪些人打？

本次上市的宫颈癌疫苗适合人群为9至25岁

的女性，自愿自费接种

4 疫苗接种时间有多长？

该疫苗采用3剂免疫接种程序，即分3

次接种，完成全程接种大约需要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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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82号国务院
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决定》对现行条例主要作了以下
修改：

一是简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
事项和流程。删去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的资质管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审批规定；将环境影响登记表由
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告表的报批时间由可行性研究阶
段调整为开工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与投资审批的关系由前置“串联”改
为“并联”；取消行业主管部门预审等环
境影响评价的前置审批程序，并将环境
影响评价和工商登记脱钩。

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定建

设项目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依法审批或
者经审查未予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明确不予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具体情形；强化环境保护部门在
设计、施工、验收过程中的监督检查职
责；加大对未批先建、竣工验收中弄虚
作假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引入社会监
督、建立信用惩戒机制，要求建设单位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征求公众意见，
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竣工验收情况，环境
保护部门要将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记入
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是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优化
服务。明确审批、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和进行相关的技术评估，均不得向企
业收取任何费用，并要求环境保护部门
推进政务电子化、信息化，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网上审批、备案和信息公开。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7月29日
至8月1日，第三批7个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陆续向天津、山西、辽宁、安徽、
福建、湖南、贵州等省（市）反馈督察意
见。督察组交办的31457件环境问题
举报已基本办结，共立案处罚8687家，
拘留405人，约谈6657人，问责人数超
过4660人。

记者了解到，随着督察意见反
馈，各省问责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督察认为，2013年以来，7省（市）
制定实施一批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积
极推进重点领域污染治理，着力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改
善，环境保护责任得到进一步压实。

督察指出，7省（市）环境保护工
作虽然取得进展，但问题依然比较突
出，尤其是一些共性问题亟待引起高

度重视。督察组着重指出了重发展、
轻保护情况依然多见，环保不作为、乱
作为问题比较突出，部分流域环境污
染情况较为严重，自然保护区违法违
规建设问题突出，一些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群众身边的环境
问题解决不够有力等6个方面的问题。

根据督察要求，7省（市）应在30
个工作日内组织编制整改方案上报
国务院，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同
时要责成有关部门对督察中发现的
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并按有关规
定严肃问责。

至此，中央环保督察已经覆盖23
个省份。第四批对其余 8 个省份
——吉林、山东、浙江、四川、新疆、青
海、西藏、海南的中央环保督察可能
将于近期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1日，
省公安厅发布通报，按照公安部的统
一部署，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对“善心
汇”网络传销组织开展打击查处，共
抓获涉案人员62人。

通报称，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
下，我省涉案地公安机关与工商部门
联合执法，依法取缔涉案公司18家。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河南公安机关将按照公安部
的要求，加大打击力度，继续开展
对重点头目骨干、重点涉案人员的
打击工作。同时，联合工商部门对
以“善心汇”为名的公司、企业和商
店进行全面梳理检查，并加强对互
联网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防止传
销组织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通讯员
胡晓伟）7月 31日，省食药监局组织
召开全省大型骨干食品生产企业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推进会。会议
就推动落实《河南省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暂行规定》作出安排
部署，全省210家大型骨干食品生产
企业负责人参会。

会上公布了省食药监局细化制
定的《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自查表》，企业应按照其中明确列
出的76项内容逐项开展自查。各地
食药监部门要按照“日常检查有记
录、月度分环节有自查、季度全项有
排查、年终履责有总结”的要求，督促
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职责。

省食药监局要求食品生产企业

应当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实现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产品可
召回、原因可查清、责任可追究。据
悉，目前我省正以白酒、乳制品、食用
植物油、食品添加剂等产品为重点，
探索推进食品生产安全追溯体系建
设。

会议还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要自
觉落实食品安全工作“有机构、有人
员、有制度、有能力”的要求，进一步
完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完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严格按
照食品安全标准守法生产，全面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食品安全管
理能力，以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近日，葛兰素史克公司宣布，内地
首个获批的宫颈癌疫苗希瑞适（人乳
头状瘤病毒[16型和 18型]）已正式上
市，目前已通过中国相关质检部门的
检验放行，现正供应全国市场，以满足
大量中国适龄女性的健康需求。

河南的适龄女性什么时候可以接
种到这种宫颈癌疫苗？记者 8月 1日
分别致电郑州市金水区、管城区、二七
区的十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三
分之一的中心负责人表示已接到相关
疾控部门的消息，预计本月中旬市民
就可以到社区医院选择接种。

每支疫苗价格约600余元

据 2016 年河南省肿瘤登记年报
显示，在我省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
率排行榜中，宫颈癌在妇科肿瘤中名
列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高危型人乳
头状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是宫颈
癌的主要致病原因。由于 HPV病毒
早期感染无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因
此接种疫苗防癌就显得十分重要。

“新获批上市的宫颈癌疫苗是2价
疫苗，主要针对 HPV16和 HPV18 两
种病毒亚型，因为它们导致了 70%左
右的宫颈癌病例。”河南省肿瘤医院妇
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敏说，该疫苗采用3
剂免疫接种程序，即分3次接种，完成

全程接种大约需要半年。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提供的“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显
示，本次疫苗首批批量为 274740支，
有效期至2019年11月。据悉，新上市
的宫颈癌疫苗被列入二类疫苗，即群
众自愿自费接种，中标价格为 580元
一支。

“根据我省目前疫苗定价，在中标

价格基础之上，加上冷链管理费、接种
单位服务费、耗材费等，最终一支宫颈
癌疫苗的接种价格大概会在 600 余
元，完成全程接种需要1800余元。”省
疾控中心免疫预防与规划所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我省已率先完成二类疫
苗招标，县级疾控机构只要通过省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就可以直接向疫苗
生产企业进行采购，随后配送给本地

的接种单位。

4价疫苗年底有望获批签发

基于国外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
本次上市的宫颈癌疫苗适合人群为 9
至 25岁的女性。那么，超出这个年龄
段的女性如何预防宫颈癌？今年5月
份国家食药监总局官网公布，一支名
为“默沙东”的4价宫颈癌疫苗正式获
批可在中国上市，适用人群为20至45
岁的女性，该疫苗不但针对 HPV16、
HPV18 两 种 高 危 型 病 毒 ，还 针 对
HPV6、HPV11两种低危型病毒。

4价宫颈癌疫苗什么时候可以接
种？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回
复：“最快今年年底就可获批签发。”
实际上，刚刚上市的 2价宫颈癌疫苗
虽然没有 4价宫颈癌疫苗覆盖面广，
但专家表示，“如果以预防宫颈癌为
目的，2价疫苗也可以达到有效预防
的目的。”

25 岁以上女性当前应如何有效
预防宫颈癌？陈红敏表示，这部分人
群通过性传播感染 HPV 的比例较
高，医生通常会建议她们做宫颈癌筛
查项目。“预防宫颈癌，越早接种疫
苗，疾病预防效果越好，目前疫苗能
预防大约 84%的宫颈癌，还有一部分
是无法预防的，因此适龄女性定期做
宫颈癌筛查是防癌的好办法。”陈红敏
说。②8

本报讯（记者 樊霞）今年是盐业
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年。截至目前，
我省省级盐业体制改革已按照时间节
点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正在加速推
进盐业“政企分开”。今年年底前，我
省将建立全新的盐业监管体制。

记者8月1日从全省盐业体制改革
推进工作会上获悉，此次盐业体制改革
的关键环节是政企分开，实现盐业行政
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回归政府，食盐经
营职能回归企业。重点是研究编制盐业
体制改革具体实施方案，以及盐业行政
监管体制改革和食盐批发企业改制改革
两个配套方案。目前我省省级盐业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出台。

按照国务院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
要求，今年年底前全省各地一个主体方
案和两个配套方案将落实到位，实现全
省盐业政企分开。2018年1月1日起，
全省按照新的盐业体制运转。

我省盐业体制改革正在有序推
进。从全省来看，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均成立了由政府主导的盐业体制
改革推进机制，部分市、县已出台了盐
业改革具体实施方案和盐业监管体制
改革方案；全省食盐专营改革已基本
到位；省级政府食盐储备已经到位，食
盐供应应急预案已编制完成；盐业市
场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全省开展了
三次食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以切实

保障食盐安全。
从全国来看，我省盐业体制改革

走在前列，改革创新体现了河南特
色。突出表现在：监管体制的创新、监
管方式的创新、盐业经营体制机制的
创新。尤其是我省结合食盐批发企业
现状，构建河南盐业产销联盟，组建中
盐中部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准备组建大
型盐业集团。同时坚持渠道创新，面向
全国打造最大的盐业全产业链大宗电
子交易平台。

“希望通过以上措施倒逼我省食
盐批发企业改革改制，促进盐业企业
做强做优。”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盐业体制改革带来的一大变化是，行

业专营的参与主体增多，区域限制被
取消，盐业公司可以跨区域经营，生产
性企业也可进入流通环节，盐业市场
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我省国有食盐批
发企业必须加快改制步伐，深化企业
内部改革，减员增效，提高竞争力，增
强行业生机与活力。

会议透露，根据国务院、省政府盐
业体制改革精神，我省今年还要建立全
省政府食盐分级储备制度，同时加强改
革期间的市场监管，构建省市县三级食
盐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
质量巡查员管理办法，并加快我省食盐
电子追溯体系建设，保障食盐质量和安
全，让群众吃得放心。③7

国务院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减轻企业负担 简化审批事项

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结束
7省（市）问责四千余人

督促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我省为食品企业“立规矩”

我省警方抓获“善心汇”传销组织62人

内地首个宫颈癌疫苗上市

我省已完成招标 县疾控可采购

我省盐业改革加速推进“政企分开”
8月1日，我国自主研制国内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TBM）“彩云号”在昆

明中铁电建总装车间下线。“彩云号”硬岩掘进机刀盘开挖直径达到9.03米，
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国内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填补了国内9米以上大直径
硬岩掘进机的空白。 新华社发

7月 31日，在第 83集团军某
旅组建的第八批赴南苏丹（瓦乌）
维和工程兵大队训练场上，维和部
队官兵正进行集中强化训练。此
次维和集训用时 70天，除专业技
能训练之外，他们还要进行实弹射
击、战场救护、安全防卫等多科目
的强化训练。图为装甲步战车防
卫演练。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强训练 展军姿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周杰）乘着开放发展之风，郑州国际
化进程日益提速。8 月 1 日，记者从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欧
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EUCNC）河
南代表处落户该区祥云特色小镇。
这是落户我省的首家境外非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也是 EUCNC 在中国设
立的第一家代表处。

EUCNC是欧盟中国委员会的直
属机构，总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致
力于欧盟与中国经济、文化、贸易、科
技等多方面合作和促进工作，涉及文

化、生物科技、教育、体育、生态农业、
健康等领域。

全国首个 EUCNC 代表处缘何
落地河南？在 EUCNC 执行副主席、
EUCNC 河南代表处首席代表郭寒
冰看来，河南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市场潜力和消费潜力，米字形高速
铁路网辐射地域广，中欧班列(郑州)
和郑州—卢森堡航线陆空两条“丝
绸之路”横贯亚欧，河南自贸试验
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原城
市群等战略叠加更是凸显河南重要

地位。
据介绍，EUCNC 河南代表处首

批将引进欧盟认证中心、欧盟中国联
合创新中心等重点项目。

拟引进的欧盟认证中心项目包
括有机农业投入物证明、欧盟有机产
品认证、生态和有机化妆品认证、食
品质量和安全检测等四项重点业
务。该项目将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
是打造高规格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实
验室，对有出口欧洲需求的企业，抽
样产品经过快检初筛合格后，批量送
欧洲检测总部进行检测认证；第二阶

段将实验室由快检升级到完整的检
测 系 统 ，成 为 具 有 国 际 公 信 力
ISO22000水准的检测、发证、评估机
构，争取德国 QS 标准对实验室进行
直接授权，行使其认证职能。

“河南是农业大省，欧盟认证中
心的引入和职能的完善将为河南乃
至全国的农产品等‘走出去’提供更
快捷的出口。”郭寒冰说，“EUCNC河
南代表处的设立将搭建起一个新平
台，通过服务‘引进来’、助力‘走出
去’，增强河南企业的国际竞争优
势。”②40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代表处落户河南
系全国首个，已引进欧盟认证中心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