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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去年12月，鄭州煙草研究院副院長謝劍平入
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引發26位院士聯名質疑。今年5月初，
中華醫學會等7家社會組織聯合致函，懇請重審。而在31日
世界無煙日之前，已有近100位院士聯名致函中國工程院主
席團，請求盡快復議、重審謝劍平當選工程院院士的資格。
持續半年的 「煙草院士」 之爭再起波瀾。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 30 日消息：中
國擬建藥品安全 「黑名單」。這是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良蘭 30 日在
北京透露的。

「毒膠囊」等事件引起中國社會對藥品
安全的廣泛關注。王良蘭在國家食藥監局召
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稱，建立 「黑名單」是為
了 「加大打假力度」。

王良蘭稱， 「黑名單」將公布嚴重違法
單位及其責任人員的有關信息，形成全社會
監督氛圍，震懾違法行為。

「建立藥品安全 『黑名單』，主要是針
對藥品、醫療器械領域的嚴重違法行為，是
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為落實相關法律法規關
於行業禁止和行為限制的規定，強化退出機
制，保障處罰有效實施。」王良蘭說。

當天，國家食藥監局還就《藥品安全
「黑名單」管理規定（試行）》（徵求意見

稿）向外界徵求意見。
徵求意見稿明確了受到行政處罰的嚴重

違法生產經營單位應當納入 「黑名單」的八
種情形，包括生產銷售假藥或者生產銷售劣
藥情節嚴重的、在申請相關行政許可過程中
隱瞞有關情況、提供虛假材料等情形。

對納入 「黑名單」的嚴重違法單位和個
人，官方還將採取重點審查、重點監管的措
施，如對列入藥品安全 「黑名單」的生產經
營者，將記入監管檔案，採取增加檢查和抽
驗頻次、責令定期報告質量管理情況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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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31日是第25個
世界無煙日。自 2003 年簽署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來，
中國已走過九年控煙之路，但
收效甚微。

據中通社報道引述官方數
據，中國現有 3 億多煙民，約
7.4億人飽受二手煙危害，每年
因煙草導致的死亡人數達 120
萬。

其實，中國政府在控煙領
域並不乏相關規劃。2011 年 3
月，衛生部明確提出從 5 月 1
日起，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 「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
「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煙」的

要求。
北京、上海、杭州、銀川

、廣州、天津等省市亦先後將
控煙納入法制化進程。據官方
稱，直轄市和省會城市要在 5
年內實現100%公共場所禁煙。

然而，禁煙規定往往變成
「紙老虎」。內地多名控煙人

士都表示，目前各地控煙條例
普遍存在執法難、取證難的情
況，而政府的管理體制是控煙
的最主要障礙，龐大的稅收也
讓政府對煙草行業 「手下留情

」。
數據顯示，中國煙草消費

量由2005年佔全球三分之一上
升至 48%。北京觀察家指出，
雖然種植煙草不利於農業經濟
、產業經濟，但對財政稅收有
利，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雲南
、貴州等地方省份，對煙草行
業的稅收依賴甚巨。

今年世界無煙日的主題為
「煙草業干擾控煙」，這一問

題在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無煙日到來前夕，由中

國控制吸煙協會、中華預防醫
學會、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
等三家民間組織聯合發布了世
界無煙日主題報告，其中揭露
了中國煙草業通過 8 種手段干
擾控煙。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煙草
總公司與政府主管部門國家煙
草專賣局是兩塊牌子同一個機
構，煙草業的行業利益正在吞
噬政府部門的監管職能，形成
了一個政企合一的行業利益共
同體。這種政企合一的體制甚
至讓煙草業能夠利用政府權力
來阻礙控煙。

【本報記者蓮子、袁璐昆明三十日電】針對世界無煙日今年
的主題 「警惕煙草業干擾控煙」，雲南超軼健康諮詢中心、雲南
省健康教育所今日聯合發布 「昆明青少年暴露於煙草零售店的情
況」調查報告。報告稱：昆明的青少年在生活和學習區域內能夠
輕易獲得煙草。

調查表明，在昆明市二環以內東南西北中心方位的5個片區
以內共發現 998 個售賣煙草的商店，分布在 48 所中小學周圍，
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0個，高於2008年北京所做的同類研究。調
查發現學校周邊煙店分布密集，煙店類型多樣且以雜貨店和便利
店為主，並且都張貼煙草廣告但近半數未出示 「禁止向未成年人
售煙」標識，捲煙多與食品、日用品、文具等混雜陳列。

雲南超軼健康諮詢中心執行主任李曉亮表示： 「在煙草業逐
漸將銷售終端作為推銷煙草的重要途徑的趨勢下，眾多煙草零售
店的設置讓青少年無處躲藏。」

雲南是煙草種植、生產、加工、銷售和消費的大省，也是全
球控煙運動的重要 「前沿陣地」。

煙草業政企合一
致控煙九年收效微

雲南校區煙店密布

據新華社報道，2011 年 12 月 8
日，中國工程院發布新增院士名單
僅一小時後，新晉院士謝劍平便在
網上被冠名 「煙草院士」。作為中
國煙草總公司鄭州煙草研究院副院
長，謝劍平的主攻方向是捲煙 「減
害降焦」研究。

工程院回應：程序合法
隨後，中國控制吸煙協會火速

致信工程院，希望 「工程院堅持實
事求是是科學的基本精髓，重新評
估關於 『降焦減害』研究成果」。
另外，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建議這類
課題不要再立項支持。

2012 年 4 月 9 日，秦伯益、鍾
南山等30位院士聯名對 「中式捲煙
」項目入選中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
獎候選項目表示嚴重關切。

院士們在信中指出，作為企業
，追逐利潤無可厚非，但上述入選
項目的本質，就是通過技術手段提
高捲煙吸引力，從而達到促進煙草
消費的目的，這將導致更多人的健
康問題，損害更多人的生命品質，
有違基本的社會正義。

事實上，近半年來，從未停息
的 「煙草風波」和方方面面的質疑
，讓謝劍平如坐針氈。但他沒有主
動放棄 「院士」這一中國科學技術
最高學術稱號。

工程院辦公廳負責人30日表示
： 「院方認為，對謝劍平當選院士
有兩點可以肯定，即 『程序合法』
，學術上不存在造假。」

據悉，工程院內部曾就 「煙草
院士」舉行專題討論。會上，謝劍
平詳細彙報了自己的學術成果。來
自環境與輕紡工程學部和醫藥衛生
學部的院士們對謝劍平當選院士態

度各異。
謝劍平所在的環境與輕紡工程

學部大部分為環境、氣象、海洋等
領域專家，在工程院九學部中規模
最小，院士人數少。不少醫藥衛生
學部院士認為，如果放在醫藥衛生
學部，謝劍平未見得能當選。

網友指出兩大「死穴」
這場馬拉松式的院士資格爭論

影響不可謂不大。從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到院士，到網絡
「草根」，都加入了這個輿論場。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工程院院
士王隴德表示，國際科學界從未承
認煙草 「降焦減害」這一命題。工
程院在 「煙草院士」的評審程序上
「不夠完善」，評審主體也有一定

問題。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干勇今年

「兩會」期間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們
對此事的關切時說， 「煙草院士」
是一個倫理問題。院士本身很努力
，認為自己在搞科學，為煙民降焦
減害。

干勇表示，這涉及對煙草、煙
草行業的認識。明明知道煙草有害
，還有那麼多人要抽，不抽還不行
。這個行業出院士，就難免有爭論
了。

干勇坦言，工程院對院士應當
更加嚴格遴選、嚴格管理。

網友們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和中國工程院院士，代表着我國科
學界、工程技術界最高學術榮譽。
因此，院士增選就不單純是兩院自
己的事。 「煙草院士」當選並不可
怕，可怕的是背後蘊含着兩大 「死
穴」：一是院士評選缺乏民意關，
二是缺乏糾錯和退出機制。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 30 日消息：今年年底前，
北京將實現大型乳製品生產企業和大型畜禽產品生產企
業的原料奶、嬰幼兒配方乳粉、鮮肉產品可追溯，並用
5年時間，實現北京市場上重點高風險食品的可追溯。

北京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 30 日舉行第三十三次會
議。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代表市政府做關於 「健全安
全食品體系，提升首都食品安全總體水平」報告時指出
，要運用物聯網等科技手段，構建食品安全追溯體系，
實現嬰幼兒配方乳粉、原料乳粉和畜禽、水產品等高風

險食品，從養殖、收購、加工、儲運到銷售環節的全程
追溯。

報告強調，北京作為擁有近 2000 萬人口的特大消
費型城市，85%以上的食品由外埠供應，食品生產經營
的外部環境和供應渠道極為複雜，防控輸入型風險是食
品安全保障面臨的主要難題。

為此，北京要與各有關省區市共築食品安全防線，
形成可靠的食品供應源，在天津、河北、河南、山西、
內蒙古等地分別建立蔬菜、糧食、水產品、家禽、奶牛

和牛羊基地；通過與外埠的產銷對接和區域合作，形成
「產地要准出、銷地要准入、產品有標識、質量可溯源

、風險可控制」的全程監控鏈條。
北京要進一步明確食品市場准入標準，規範食品經

營主體准入資格；進京農產品種植養殖基地必須是具有
獨立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或農民合作組織；進京的食用
農產品，要有省級以上無公害認證、產地證明和檢測報
告才准入市。

報告還指出，要強化食品企業主體責任，樹立第一
責任人的意識，凡是被吊銷生產、流通或餐飲服務許可
證的企業，其負責主管人員，5年內不得從事食品生產
經營和管理工作。

從2003年至今，北京對5232批次不合格食品、56
家不合格生產企業和7個屢出問題的產區實行了退市措
施，提升了京外生產源頭食品的安全。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三十日電】《中國城市
發展報告2011》今天在廣州發布。《報告》指出，
中國的城鎮化率歷史性地首次超過 50%，但城市建
設工作面臨四大壓力，部分 「城市病」已開始蔓延
，全國近三分之二城市面臨 「垃圾圍城」的困境。

《報告》認為，2011年，全國城鎮化水平已經
達到51.3%，城鎮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中國城鎮
化已進入全面提升發展質量的階段，成為影響世界
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不過，中國城市建設工作還面臨着四大壓力與
挑戰。城市人地關係更加緊張，成為一大壓力。隨
着城鎮化快速發展，每年有1000多萬人進入城鎮，
城市建設用地需求將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較高水平
。截至2010年底，59個城區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
的城區人口之和佔到全國城市城區人口總量逾五成。

城市安全運行面臨嚴重威脅。2010年以來，北
京、武漢等多個城市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內澇災害，
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嚴重威脅城市運行安全。據
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因施工而引發的路面塌陷，
管線爆炸等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0億，間
接經濟損失達400億。

部分城市 「城市病」已開始蔓延。全國約有三
分之二的城市，包括大部分特大城市、大城市及一
些中小城市，高峰時段都出現了交通擁堵。2010年
和 2011 年對全國 28 個城市開展的城市人居環境居
民滿意度調查表明，約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都認為
環境建設最急需改善的方面是城市交通擁堵問題。

此外，城市面臨 「垃圾圍城」困境。根據有關
專項調查，截至2010年底，全國約有三成的城市，
即 200 多個城市還沒有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
再加上大量累積的未經處理的城市生活垃圾、每年
新增的餐廚垃圾和建築垃圾等，全國近三分之二的
城市都面臨 「垃圾圍城」的困境。

部分城市人居環境形勢嚴峻。當前，部分城市
空氣質量狀況較差，城市環境質量惡化趨勢明顯。
環境保護部2010年監測的471個城市中，17.2%的城
市空氣質量為三級或劣於三級，達到一級標準的城
市僅佔3.6%。

《報告》認為，強化規劃調控，優化城市空間
結構和功能格局，提高城市運行效能，增大城市的
承載力，有助解決目前大多數城市 「蔓延式」發展
所帶來的一系列 「城市病」。

城市病蔓延 三分二垃圾圍城

5年內實現高風險食品可追溯
北京構建食品全程監控體系

▲中國的城鎮化率歷史性地首次超過50%，但城市建設工
作面臨四大壓力。圖為《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1》發布現
場 袁秀賢攝

鄭州煙草研究院副院長謝劍平

▲內地公共場所禁煙
效果不盡如人意

新華社

▲從5月開始，來自全球18個國家的32名醫務工
作者，在山西中醫學院、山西省針灸研究所等免費
接受3個月的中醫知識培訓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