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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疫苗事件后表示信任国产疫苗
整体安全性的网友不到三成

截至 7月 29日 10时

13 家冠以“中国”“全国”字样
社会组织被取缔劝散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截至今年 6 月底，河北共
摸排梳理出 168 条非法社会组织线索，成功取缔、
劝散 13 个冠以“中国”、“全国”字样的非法社会组
织，破获案件 1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协助北
京市民政部门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1 个， 抓获并移
交北京警方 1 人。

点评：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目前已经在
全国各地展开，下一步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

扬州民办社工服务机构
已达 600 多家

据扬州网消息，目前，扬州全市共有民办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 600 多家，名列江苏省第一。 目前扬州市
区 2400 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社区工作
者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持有率达到 80%，名列江苏
省第二。

点评 ：社工机构遍地开花 ，社区服务才能真正
走向专业化 。

我国 7.72 亿网民
中学生占 25.4%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 第 41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其中学生占 25.4%。
更引人注意的是，孩子们的“触网”年龄越来越小，
甚至低于 3 岁。

点评： 学生网民的增加， 尤其是网络游戏的盛
行，为教育助学公益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长江江豚减少
仅剩 1012 头

据《新京报》报道，在农业农村部就长江江豚科
学考察及长江珍稀物种拯救行动实施情况举行的发
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介绍，本次科学考
察估算长江江豚数量为 1012 头， 其中， 干流有 445
头、洞庭湖有 110 头、鄱阳湖有 457 头。

点评 ：在被重视的情况下 ，江豚整体数量减少
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 ， 环保工作的复杂性可见
一斑 。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7月 23日 百事集团 100万美元 开展“百事营养行动”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8年 7月 27日 汉能 647万元 中华英才培养计划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2018年 7月 28日 庄紫祥 250万元 紫祥篮球馆建设 晋江第一中学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018 年 7 月 29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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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下午，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8 楼的儿童心血管科病房中，“悦读天使 医路
童行” 中外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正在用原创医学双
语绘本， 以主题活动讲解与游戏的形式帮助孩子
们了解心脏的生理构造与功能联系， 减少他们对
未知疾病的恐惧。 该团队聚集了乌达干、 坦桑尼
亚、尼泊尔、印度等 10 个国家的留学生以及 15 名
中国学生。 （据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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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布通告， 根据线索对长春
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现场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企业冻
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
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的行为。

令人意外的是， 此事曝光后
不久， 该公司 2017 年 11 月被曝
25 万余支销往山东省的吸附无
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效价不合格
事件随即浮出水面， 并再次引发
公众高度关注。

不合格疫苗事件持续发酵，
引发了广大家长们的恐慌。 特别
是当他们发现： 多数疫苗只掌握
在长春长生、 武汉生物和深圳泰
康等少数几家厂商手里、 且计划
免疫范围内的一类疫苗都是免费
注射，对于打哪种疫苗，家长基本
没有选择权时， 震惊和愤怒的情
绪在坊间不断升温， 所有人都想
知道一个共同的答案： 事关民众
生命安全的疫苗为何会屡屡出现
安全问题，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媒体报道， 目前国内疫苗
毛利润高达 80%以上， 而本次引
爆安全问题的长春长生狂犬病疫
苗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三年前不
到 4%上升到了 28%，成为中国第
二大犬病疫苗供应商———如此丰
厚的垄断暴利收入囊中， 却还在
疫苗问题上频频造假， 这不仅让

人无法接受，更为法律所不容。
疫苗在当下生产环节的监管

存在漏洞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流
通环节内的问题同样不少。 按照
《疫苗流通和顶防接种管理条
例》，卫生部门负责预防接种的监
督管理工作， 药品监督部门负责
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的监督管理工
作。然而，“预防接种”与“质量、流
通” 之间究竟如何划分责任却始
终存有疑问。

除了疫苗研发和监管问题，
经济利益链条也成为疫苗安全的
潜在重大隐患。 随着收费疫苗的
出现， 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防疫
系统， 同时也成为一个收费疫苗
的营销网络。

此次疫苗安全事故燃爆之
后， 家长们吐槽最多的问题就
是———现在疫苗接种都是和小孩
入托、入学等直接挂钩的，少打一
次，孩子入托入学就会遭拒，为了
省点麻烦，自然是“人家让打什么
就打什么了”。

疫苗安全问题缘何频发？ 如
何才能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疫苗
监管体系？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凤凰网公益、 问卷网推出本
期“益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正在持续发
酵的疫苗安全事件让公众对国产
疫苗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 表示
继续信任国产疫苗整体安全性的

网友仅占 28%，36%的网友表示以
后只选择进口疫苗；24%的网友
表示今后不会再接种二类疫苗；
12%则选择去香港或者国外接种
疫苗。

关于“疫苗使用安全与否主
要责任在哪方面”这一问题，42%
的受访者将焦点集中于“政府相
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27%的受
访者认为“生产企业的源头是否
安全” 也很关键；15.6%的受访者
觉得“社会各界对疫苗的认知程
度很重要”；还有 15.4%的受访者
表示“接种疫苗的民众永远是弱
势群体———知情权缺失， 所以也
就谈不上‘选择权’”。

疫苗安全事件发生后， 关于
对疫苗接种的选择，36%的受访
者表示“以后只选择进口疫苗”；
“继续信任国产疫苗的整体安全
性”的受访者占比仅为 28%。

就“如何才能形成一套安全
可靠的疫苗监管体系？ ” 这一问
题，认为需要“加强药品在各环节
的监管力度， 让造假企业无可乘
之机” 的受访者占比 40%； 另有
31%的受访者建议“探索建立一
条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
形成疫苗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12.5%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疫苗监
管不乐观的担忧，认为“相关法律
法规不健全， 这种恶性事件只能
不断历史重演”。

奇点 _ 先生：查明不查
明的先不说，能不能给出点
有实用性的建议，已经注射
过疫苗的孩子应该采取什
么措施去应对可能产生的
潜在问题呢？！

钦差特工：既然这次假
疫苗不是被检查出来的，而
是被举报出来的！ 那说明质
监的检查是无效的，那以前
的疫苗合格与否就是一个
大大的问号了！

克鲁伦河之波： 垄断，
就没有市场，也不会有好产
品。 这样的中国疫苗，如果
不能用市场规律淘汰出局，
权力有责任将其驱离赶走。

1.你认为疫苗使用安全与否主要责任在哪方面？
A.生产企业的源头是否安全；27%
B.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42%
C.社会各界对疫苗的认知程度很重要；15.6%
D.接种疫苗的民众知情权缺失，所以也就谈不上

“选择权”。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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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苗安全事件发生后，你对疫苗接种的选择是：
A.继续信任国产疫苗的整体安全性；28%
B.以后只选择进口疫苗；36%
C.不会再接种二类疫苗；24%
D.选择去香港或者国外去接种疫苗。 12%

3. 你认为怎样做才能形成一套安全可靠的疫苗
监管体系？
A.探索建立一条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形
成疫苗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31%
B.加强药品在各环节的监管力度，让造假企业无
可乘之机；40%
C.大幅提高涉事企业的违法成本，让企业不敢越
雷池半步；16.5%
D.不乐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这种恶性事
件只能不断历史重演。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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