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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志勇） 7 月 26 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10 部门联合
发布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
控和治理工作的通知 》 称 ， 凡没
有事实根据或者缺乏科学依据的
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 均可判定为
食品安全谣言 。 对于这类谣言 ，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识
别 、 抓取和整理 ， 采取截图 、 截
屏 、 保存视频和链接地址等方式
留存证据 ， 对谣言制造者及时依
法组织查处。

当前围绕食品安全的各类谣

言时有发生 ， 引发社会公众担忧
和恐慌 ， 影响了产业健康发展和
公共安全 。 《通知 》 要求 ， 各级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
“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 的
要求 ， 采取多种方式 ， 及时公开
准确、 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
挤压谣言流传的空间。 新闻媒体、
网站要以食品安全监管权威信息
为依据 ， 准确客观做好涉食品安
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

《通知》 指出， 谣言涉及的当
事企业是辟谣的第一责任主体。 对

谣言明确指向具体企业的， 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要责成相关企业发声
澄清 ； 指向多家企业或者没有具
体指向的 ， 要组织研判 ， 采取措
施制止谣言传播 ， 并采取适当方
式澄清真相 。 要加强食品谣言的
规律 、 特点分析 ， 建立谣言案例
库， 提高识别、 判定的工作效率。
新闻媒体 、 网站及微博 、 微信等
自媒体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 加
强涉食品安全新闻的内容和导向管
理， 积极营造抵制食品谣言的社会
舆论环境。 对造成社会恐慌的不实

报道， 要严肃追究责任。
《通知》 还提出， 任何组织和

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发布国家食品
安全总体情况 、 食品安全风险警
示信息 ， 不得发布 、 转载不具备
我国法定资质条件的检验机构出
具的食品检验报告 ， 以及据此开
展的各类评价 、 测评等信息 。 各
级网信 、 通信主管部门要督促网
络运营者加强用户发布信息的管
理 ， 及时采取警示 、 停止传输 、
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 严惩食品
安全谣言的传播者。

国家 10 部门联合发文———

食品安全谣言要及时粉碎

�����本报讯 （通讯员 武海亮 周霞 ）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是儿童风湿性疾
病的致死性并发症， 中枢神经系统受
累严重的救治成功率极低， 临床上罕
见成功病例。 7 月 27 日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透露， 一名患有重型巨噬细胞
活化综合征的 13 岁男童， 经过该院
儿科、 肾内科、 输血科等多学科团队
44 天的精心救治 ， 最终转危为安 ，
顺利出院。

据该院儿科重症监护室专家王霞
副教授介绍， 患儿病情凶险， 进展迅
速， 转入重症监护室当日即出现抽
搐、 昏迷、 肺出血、 全身弥漫性出血
性皮疹， 肝功能衰竭， DIC， 消化道
出血， 且患儿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严
重， 反复抽搐， 持续四肢抖动， 肌张
力增高如铅管， 需持续输注肌松药始
能缓解， 生命垂危。 该院多学科联合
对患者进行了精心救治。 肾内科和输
血科进行了连续 4 天的床旁血液滤过
和五次血浆置换， 同时配合气管插管
呼吸机辅助通气， 纠正凝血功能障碍
等治疗， 最终让患者转危为安。

据王霞介绍， 该患儿中枢神经
系统受累和凝血功能障碍严重， 是巨
噬细胞活化综合征中的重型， 救治难
度极大， 国内检索发现尚无此类疾病
救治成功的病例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肖朝文) 7 月
25 日， “换心人” 李敏带着今年
初中毕业的儿子， 回到了 “娘家”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见到
曾为她做手术的医护人员， 李敏
眼含热泪。

2003 年初， 年仅 28 岁的四川
简阳打工妹李敏被诊断为原发性
扩张型心肌病。 实施心脏移植手
术， 是唯一的治疗选择。

2004 年 9 月， 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找到了心源供体， 为李敏成
功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 使她获得

了第二次生命。 湖南日报曾以 《湖
南省市州医院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在
常德成功》 为题， 进行过报道。

李敏出院后 ， 其身体恢复 、
家庭生活情况等， 成了常德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牵挂。 2007 年临近
春节， 李敏一手挽着丈夫， 一手
牵着儿子， 从深圳专程来到该院，
向医护人员拜早年。 该院为她专
门做了一次体检， 各项指标正常。
从那时起， 李敏就把该院当成了
“娘家”， 每年春节来 “探亲”， 该
院也为她做一次全面检查。

采访中， 李敏感慨地说: “做
手术那年 ， 我的小孩不满周岁 ，
现在成了一个帅哥了 。” 李敏介
绍 ， 她现在深圳一家公司上班 ，
家庭生活有保障， 看病吃药有报
销， 一家 3 口其乐融融。

据当年为李敏实施心脏移植
手术的该院副院长吴吉明介绍 ，
心脏移植手术在国内外并不罕见,
一般患者的生命在 10 年内， 而李
敏生活了 13 年， 且身体还处在健
康状态， 这是生命的奇迹， 对医
护人员也是一个鼓舞。

��������7 月 25 日， 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医疗养老专题组来到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考察了解医疗健康集团建
设、 医改推进、 远程医疗及异地医保结算等工作。 图为专题组一行在集团分级诊疗中心与工作人员亲切
交流， 询问分级诊疗的开展情况， 现场查看工作人员进行分级诊疗系统操作。 通讯员 殷成 摄影报道

国务院医疗养老专题组湘潭考察

“换心”十三载 携儿回“娘家”

男童患重病
五次“换血”保命

新“处方”
“十三五”医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