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陈瑜） 12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
（以下简称疫苗管理法） 开始施
行。 作为我国首部有关疫苗管理
的专门法律， 疫苗管理法在疫苗
研制、 注册、 生产、 批签发和流
通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规定。

疫苗管理法坚持以最严谨的
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
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等 “四个最
严” 为立法宗旨， 规定构成违法
犯罪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罚
款进一步提高， 如生产、 销售的
疫苗属于假药的， 最高罚款从相

应货值金额的 30 倍增加至 50 倍；
属于劣药的， 最高罚款从 20 倍增
加至 30 倍。 针对有严重违法行为
的责任人员， 也增加了行政拘留
等惩罚。

目前， 研发创新能力不强，
仍制约着我国疫苗产业进一步做
强做优做大。 为此， 疫苗管理法
提出， 国家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 促进疫苗研制和创新，
将预防、 控制重大疾病的疫苗研
制、 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
制定相关研制规划， 安排必要的
资金， 支持多联多价等新型疫苗

的研制， 对于创新疫苗予以优先
审评审批。

作为强化疫苗全程质量监管
的一个最有效措施， 疫苗管理法
规定了国家实行疫苗全程电子追
溯制度。 建立全国疫苗信息化追
溯的协同平台， 整合疫苗生产、
流通、 预防接种相关信息， 最终
实现疫苗全程电子的可追溯。

在异常反应处置方面， 疫苗
管理法的一大突破， 就是建立目
录， 一是便于调查诊断和鉴定 ，
使整个过程更加科学规范， 更加
有据； 二是使补偿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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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张亚娜 ）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
“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的宣传主
题是 “社区动员同防艾， 健康中
国我行动”。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
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现
场了解到 ， 截至今年 10 月底 ，
湖南省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 38597
例， 报告死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 15289 例， 艾滋
病疫情呈低流行态势。

据了解， 湖南省于 1992年报
告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 一
直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遏制
艾滋病在全省的蔓延， 艾滋病防
治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坚持预防
为主、 防治结合、 综合治理， 全
省艾滋病疫情保持在低流行水平；

二是坚持部门各负其责、 互相配
合、 协同作战， 多部门、 全社会、
全人群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良
好氛围和局面已经形成； 三是坚
持早发现、 早检测、 早干预， 建
立了覆盖全省的艾滋病咨询检测
网络， 对重点人群和高危因素实
行早期干预， 最大限度发现和治
疗管理感染者和患者； 四是坚持
多层次、 多形式、 全覆盖的宣传
教育， 聚焦重点人群、 聚焦性传
播途径防控， 聚焦警示教育、 大
力宣传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
任人的理念。 此外， 自 2015 年以
来， 湖南省为所有的孕产妇免费
提供艾滋病筛查， 为所有发现感
染的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预防母
婴传播综合干预服务， 母婴传播和
注射吸毒得到有效遏制。 截至目

前， 全省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 38597 例，
经性传播仍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
径， 异性性接触传播占 74.1%， 男
性同性性接触传播占 20.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 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易露茜强
调， 下阶段湖南省将按照国家近期
出台的 《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2019-2022）》 要求， 切实抓好宣
传教育工程、 综合干预工程、 扩大
检测治疗工程、 社会综合治理工
程、 母婴传播工程、 学生教育工程
等六大工程措施的落实， 明确政
府、 部门、 社会和个人的责任， 以
遏制艾滋病性传播为主攻方向， 精
准防治， 精准施策， 有效遏制艾滋
病性传播上升势头， 坚决打好艾滋
病防治攻坚战。

��������近日， 邵阳市中心医院“救在身边” 急救公益培训活动走进交通银行邵阳分
行， 为该行工作人员普及急救知识， 提高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增强自救互
救的应急救援技能。 通讯员 杨慧 杨开竣 陈贻贵 石丹 摄影报道

艾滋病疫情呈低流行态势

爱心相伴“救”在身边

我国首部疫苗管理法实施

———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武陵山区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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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江峰 通讯员 段
斌 殷成） 在湘潭，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
人， 他们面对癌症， 以自身的实际行
动， 谱写了一首首抗癌之歌。 他们从最
初的怕癌到积极防癌、 控癌和战癌， 成
为生命的强者、 抗癌的勇士。 11 月 29
日， 由湘潭市抗癌协会和湘潭市第一人
民医院主办的 《抗癌路上·携手同行》
“湘潭市十大抗癌明星” 评选结果新鲜
出炉： 康复年龄 24 年的 83 岁胰腺癌患
者刘元仪、 康复年龄 13 年的 74 岁胃癌
患者朱苏华； 康复年龄 14 年的 66 岁宫
颈癌患者吴运兰等 10 位癌症患者榜上
有名。

这些 “抗癌明星” 共同体会是： 科
学治疗、 体能锻炼、 乐观心态和自然养
生都是抗癌成功的条件， 但最重要的是
靠自己的坚持， 对生命的热爱。 “抗癌
明星” 徐霞辉， 2009 年 4 月， 在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为乳腺癌， 持续半
年之久的常规治疗中， 先后经过了 6 次
化疗， 25 次放疗和手术治疗， 手术病
理检验结果为乳腺癌晚期， 取出 14 个
淋巴结， 其中 8 处淋巴结转移……真可
谓历经磨难， 与癌共舞的励志故事极大
鼓舞了身边癌友战胜癌症的勇气。

作为 “抗癌明星” 代表发言， 她与
众多病友分享康复之路的快乐。 她说，
患癌后， 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乐观向
上， 相信自己生活会更加美好， 相信医
学进步， 积极配合治疗， 最终， 在医务
人员精心开导和救治下走向康复， 医患
关系变成了朋友。 她感恩， 抗癌的路
上， 有爱在身边； 抗癌的路上， 医患携
手同行！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资深肿瘤内科
专家张海明说， 抗癌明星的经历表明，
癌症并不可怕， 很多癌症是可以治愈
的， 即使中晚期癌症， 也可以实现长期
带瘤生存， 最重要的是有乐观精神。 导
致癌症死亡的原因很多， 其中有 1/3 是
意志消沉， 被自己吓倒的。 坏心情、 坏
情绪是癌症的向导， 如果患者能够做到
始终保持内心强大， 及时清空负能量，
消除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 信
任医生并积极配合科学治疗， 这样有助
于缓解各种症状， 提高治疗效果， 更有
利于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