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在八廓街拍照。刘 坤摄（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王珂）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日前约谈强生公司时表示，任何在
华药品生产企业都必须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凡是出现产
品缺陷或质量问题都必须采取召回措施，必须向药品监管
部门报告，必须主动向公众披露信息，凡在国外召回药品
必须在华同步召回。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强生公司药品及
健康相关产品频繁发生因质量原因的召回事件，说明强生
公司的质量管理系统可能存在缺陷。公司须改进质量管
理，确保上市产品质量。

强生公司表示，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认真分析出
现问题的原因，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
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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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白剑
峰）四川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重庆、陕
西、四川、武警总医院、武警后勤学院附
属医院组建的 ! 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伍，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治伤病员
"#$%人次。作为国家卫生应急骨干力量，
他们在抢救伤员、降低因伤致死致残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组建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近 &# 支，今明两年将
完成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规划布局。

自 '#(# 年开始，我国启动了国家卫
生应急队伍建设工作。按照《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预案要求，建设
&类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即紧急医学救援
类、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类、突发中毒事
件处置类、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
类。根据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地震和泥石
流灾害多，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台风和
洪水多，江浙地区核电厂多等区域特点，
考虑医疗卫生力量强弱和交通便利性等因
素，将全国划分为华东、华中、华南、华
北、西南、西北、东北等 )个大区，按区
域规划建设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并合理布
局，建立国家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卫生应急
处置“拳头”力量。

中央和地方财政累积投入近 ! 亿元，
依托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上述四类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近 &# 支，今明两年将完成国家
卫生应急队伍规划布局。队伍建成后，国
家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伍将实现车载化、

集成化和自我保障化要求，应急处置能力
和水平将显著提升。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完成了首批
& 类 (* 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验收工
作，其他批次队伍建设正在有序开展。四
川、新疆等地配置适应高原缺氧和山地等
复杂环境的装备，提高了队伍在恶劣环境
下的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广东、北京、武警
等创新管理机制，实行“定人、定物、定车、
定位”管理，提高队伍机动、处置和保障能
力；北京、陕西、广东、新疆等地适时开展人
机磨合和野外拉练等活动，扩大了国家卫
生应急力量的社会影响。

'+((年 (#月，《国家卫生应急综合

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指导方案》出
台。我国计划利用 %到 !年时间，在全国
创建 (## 个左右以区,县级行政区划为单
位的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区）。
$+-- 年以来，全国有 '+ 个省 !. 个县经
本级自评，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推
荐以及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复核符合条
件，公示命名为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
（市、区）。

我国通过开展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
县（市、区）创建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基
层政府加强卫生应急管理、提高事件应对
能力的积极性，引导基层政府按照卫生应
急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方案规范以

及示范县建设标准，全面、系统、协调地
推动建设，对于加快形成政府主导、部门
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卫生应急管理新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着力推进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
评估能力建设，建立了突发事件公共卫生
风险评估制度，启动了国家和省级的风险
评估工作，并在部分省份开展市县级试点，
力争从源头上消除或降低突发事件可能造
成的影响和危害。近两年来，风险评估在应
对人感染 /)0" 禽流感疫情、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云南彝良地震等突发事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卫生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及时
明确应对处置策略，果断采取应对措施，科
学、有效地应对了各起事件。随着这项工作
的推进，各地的风险防范意识明显增强，应
急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近年来，各地积极落实鼠疫、人感染
禽流感、甲型 /-0- 流感大流行等突发
急性传染病防控措施，成功防控了甲型
/-0-流感大流行、安徽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人感染 /!0- 高致病性禽流感、人
感染 /)0" 禽流感、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肺鼠疫等重特大突发急性传染病疫
情，有效处置了云南、四川等地多起聚集
性不明原因死亡事件，积极防范和应对了
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1-+&、沙特等国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疫
情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危害，最大程度地减
缓了疫情扩散和对社会经济及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的影响。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形成“拳头”
全国

#

个大区组建近
$%

支队伍

* 月 -*

日，参加辽宁

省十二运卫生

保障应急演练

的相关人员在

“救治伤员”。

张文魁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记者江国成）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日介绍，今年 "月 !#日
是我国第一个“全国低碳日”。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举
办一系列活动，普及低碳生活和生产理念和政策。

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 （"月
!$日至 %!日）和低碳日的主题是“践行节能低碳
建设美丽家园”，相关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

个部门联合主办。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介绍，

为提高全社会节能低碳发展意识，去年 '月，国务院
决定自 %()*年起，将每年 "月全国节能宣传周的第
三天设为全国低碳日。这是国务院着眼我国低碳发
展大局作出的重要决定，体现了国家对普及应对气
候变化知识、宣传低碳发展理念的支持和重视。

拉萨

老城区保护工程月底竣工

本报拉萨 ! 月 "! 日电 （记者陈沸宇、韩俊
杰）记者从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指挥部获悉：为期
半年、投资 -! 亿元的拉萨老城区保护工程将于 *

月底完工，届时拉萨老城区核心区八廓街将以崭新
的姿态展现在市民和游客面前。

宽阔的转经道，平整的石板路，还有恢复活力
的诸多古建大院，这是记者在八廓街上看到的场
景。在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施工单位严格
按照藏式建筑的特点，采用传统工艺对裂缝灌浆、
对房顶打阿嘎土。

拉萨北京中路的沿街古建墙面得到加固、粉
刷，破损的门窗已经焕然一新。“都是政府给我们
免费换的，住户一分钱都没出。”藏族妇女德吉告
诉记者，“房子再住几十年也没事。”目前整个老
城区保护工程已进入道路、线路、管道铺设收尾阶
段，已完成对 )+个古建大院的修缮保护。

我国今迎首个低碳日

张生荣和张生贵是亲兄
弟，一位 .+岁，一位 ).岁。

* 月 -* 日早上 * 时 %+

分，俩人在儿女的陪同下，满
怀希望地坐上了去往延安的班
车，赶往市人民医院，想把困
扰多年的白内障给治好。给他
们带来希望的，是带队驱车
-)+ 公里，把“健康光明行”
医疗队到来的消息告知张家兄弟的中国
侨联经科部部长陈桦和延安市侨联主席
刘润生。

破窑洞里看到了光

张家兄弟家住离延安市区 -)+公里
的延川县永坪镇马家疙瘩村。这里原有
$++多户村民，随着年轻人出门讨生计，
现在村里只剩下 $+ 多户孤寡老人和留
守儿童。“我们这里穷，通讯基本靠吼，
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永坪镇
办公室主任高东东用朴实的语言告诉我
们村里的“三项基本原则”。马家疙瘩是
他所包的村。

-+多年前，张生贵在割苞米时不小
心用镰刀碰伤右眼，一直没条件医治，导
致失明，如今另一只眼也患上白内障。张
生荣的左眼也已失明，右眼仅见微光。
“你们跟子女商量一下，争取去延

安看病。中国侨联带来了一支医疗队，
请的是最好医生，带着最好的晶体，不
要钱。”陈桦和刘润生当即发出了邀请。
老人一听，坐不住了。

侨联一行离开之际，张生荣拄着拐

棍目送，显见期盼之情。

医院里的希望

上午 . 时 %+ 分左右，两位老人和
子女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陈桦和刘润
生松了一口气，昨天的走访没有白费。
医疗队组建的初衷，就是帮助像张家兄
弟这样的贫困人群。

检查后发现，每位老人都有一只眼
睛完全失明，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做

剩下的那一只白内障病情稍轻的眼睛。
老人和儿子们都犯了嘀咕。“本来想做
病重的那只眼睛，看来不行。剩下的那
只眼睛如果做坏了咋办？”张生荣的儿
子有些担心。

医院的另一角，%!岁的村民柴艳丽
拿着一本病历在等待。她患的是先天性
白内障，&个孩子中，老二也不幸遗传。

柴艳丽昨天给一只眼睛做了手术，
今天眼前就见了光亮。“--年前花 &+++

多元做了一只就没了积蓄，另一只只能等
一等。”柴的丈夫插言。复明的柴艳丽拿
着孩子的病历，她想问问，孩子还有没有
复明的可能。

子长县 )- 岁的野桂兰是第一批接
受手术的病人。医疗队李筱荣院长给他
复查的时候，老人激动不已，抓住李院长
的手一个劲儿地感谢。“以前这眼睛啥也
看不清，在白天也像住在窑洞时一样，
黑乎乎的。昨天做完手术，晚上就看到
了光，亮亮的。”

治盲未竟时

)*例白内障手术。在侨联诞生地延

安，“健康中国行”医疗队让
)* 只眼睛恢复了光明。对每
位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生活
少了黑暗，多了阳光。对每个
患者家庭来说，家里多了快
乐，少了负担。

遗憾的是，张家兄弟及其
子女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
后，最终没能鼓足做手术的勇

气，落后的观念和对先进医疗技术的不
信任阻碍了他们走向光明。

此次活动中，延安市延川县本来有
-.&例患者报名参加，但仅有 .+多例参
加筛查，不到一半。
“除了身体、年龄原因外，交通不

便也是原因。”延川县政府一名工作人
员表示。

形势很严峻。
根据2/1发布的《视力损伤全球

数据报告 （'#(#）》，中国约有 .'! 万盲
人，是全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约占全世
界盲人总数的 '#3"4。而年龄相关性白内
障是造成盲症的首要病因，占所有盲症的
!-4。
“目前，我国白内障手术覆盖率为

%!3)4，仍有 ',% 的白内障盲人没有得
到手术治疗。”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告
诉记者。

中国侨联和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组织的“健康光明行”于 '++& 年启动
以来，在全国 -+ 多个省市开展了 &+++

多例手术，再加上其他组织开展的复明
行动，每年虽然解决不少患者的痛苦，
但实现防治目标，任重道远。

张家兄弟治 盲 记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文,图

.+ 岁的张生荣 （右二） 在听乡镇干

部和侨联带来的好消息，表情极为认真。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约谈强生公司

召回问题药品须在华同步

中国留学生遇袭

我驻法使馆严厉谴责
新华社巴黎 !月 "!日电（记者郑斌）中国驻法国使

馆 )"日发表新闻公报，严厉谴责 )&日发生的中国留学生
遭暴力攻击事件，要求法国有关部门尽快查清案情，依法
惩办肇事者，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中国留学生安全。

公报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国驻法国使馆对此事
高度关注。使馆已派员前往波尔多进一步了解案情，协助
处理有关事宜，看望受伤学生，并转达中国教育部部长袁
贵仁和使馆的关心和慰问。

当地时间 )& 日晚，" 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西部吉伦
特省的住宅中遭到当地不良青年酒后袭击，一名留学生被
玻璃瓶击伤脸部，伤势严重，已被转送到西部主要城市波
尔多的医院救治。

法国内政部长瓦尔斯 )+日发布新闻公报，严厉谴责
这起“排外”事件，强调袭击者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并表
示全力支持受袭中国留学生的家属。发动袭击的三人中两
人已被宪兵羁押。

兵马俑芬兰展览受欢迎

* 月 -& 日， 《当传奇与历史相会：西安秦兵

马俑———中国始皇帝的宝藏》正式在芬兰坦佩雷瓦

普力克中心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

-+'件（套）文物，其中 '+件为一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 璇摄

青海湖畔观沙雕

*月 -!日，'+-%青海湖国际雕塑与大地艺术旅游季

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湖沙岛景区举行，沙雕城堡与风筝相

映成趣。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国际房车暨改装汽车展在京开幕
*月 -!日，'+-%中国国际房车展览会与 '+-%中国国际改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

展览会迎来国内外知名品牌房车展商 ""家、改装汽车参展商 *"家。百余款房车及改装汽车亮相展览会。

图为一款中式木质拖挂式房车。 赵 冰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