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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出台新政

逐步将第二类疫苗
纳入全区免疫规划
◇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昊文

本报讯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
《实施意见》明确，自治区卫计委
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时，根据全
区传染病流行情况、人群免疫状况
等，可增加免费向公民提供接种的疫
苗种类或剂次。逐步推动将安全、有
效、财政可负担的第二类疫苗纳入全
区免疫规划，使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
的接种服务。
《实施意见》明确，各地区要加强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报告
工作，提高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
断及鉴定水平。自治区综合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负责制定全区第一类疫
苗的使用计划(
包括疫苗的品种、数
量、供应渠道与供应方式等)
，由自治
区卫计委审核后，按相关采购程序，
通过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
招标采购。

第二 类 疫 苗 由 自 治 区 综 合 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各地区需求，
组织在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集 中 采 购 ，通 过 直 接 挂 网 、招 标 或
谈判议价等方式形成合理采购价
格，由旗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
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地
区的接种单位。预防接种单位不
得直接向疫苗生产企业购买第二
类疫苗。
此外，
《实施意见》明确，各旗县
(
市、区)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要结合本
地区人口密度、地理条件、服务对象、
服务半径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等情
况，合理设置预防接种单位，并明确
其责任区域，保证预防接种服务的可
及性。
同时提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
接种工作的技术指导，组织开展本地
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培训。各盟市
要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和《预 防 接 种 工 作 规 范（2016

版）》要求，加快所辖旗县（市、区）的
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的建立。
同时明确，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应及时、正确地填报本级机构收取
或下发疫苗的相关信息，做到疫苗种
类和批次等信息的可查询、可追溯；
接种单位要如实记录疫苗流通和使
用信息，实现疫苗最小包装单位使用
对象的可追溯；各地区要加快推进儿
童信息化和疫苗储运信息化的建设，
逐步实现各级可查询、可追溯的疫苗
管理体系；确保接种到儿童身上的每
一针次疫苗从生产、存储、运送、使用
的全程可追溯。
在配送管理方面，
《实施意见》提
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按《预
防接种工作规范（2016年版）》要求，
定期开展疫苗配送工作。旗县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本地区所有疫
苗（包括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终
端配送环节，所有承担预防接种单位
使用的疫苗必须经旗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配送，不得通过其他渠道配
送。

37项改革成果
护佑北疆生态安全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60%的国土面积已划入生态
红线保护，10.
2亿亩草场纳入草原
生态补助奖励政策，102个国有林
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自 2014年启动实施《关于加
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意
见》至今，我区已出台 37项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成果，为切实筑牢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作为祖国北部边疆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近年来，内蒙古各族人
民守望相助，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努力奋斗，取得了明
显成效。截至目前，我区生态建设
以每年超过 1000万亩的速度向前
推进，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续双减
少，减少面积均居全国首位；森林
面积和林木蓄积实现持续双增长，
占全国净增面积的近十分之一，森
林覆盖率提高 1.
03个百分点；森林
类型、湿地类型、野生动植物类型、
荒漠类型等多种类型的保护区已
建成 143处，面积 1.
58亿亩。

为了不断巩固扩大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我区成立了生态文明建
设 委 员 会 ，建 立 日 常 协 调 议 事 机
制。截至 2016年，我区已经划定
林业生态“四条红线”和 8.
8亿亩基
本草原红线，水资源“三条红线”控
制指标分解到盟市、旗县，基本完
成 83个旗县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
工作。
同时，制定实施《党委、政府及
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在
呼伦贝尔市开展国家级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完成全区及
各盟市土地、林木、草原、水和矿产
等资源实物量变动表编制工作。
并开展呼伦贝尔市国家自然资源
资产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试点，以及
阿尔山市、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领
导干部全面审计试点。此外，还出
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明确
84项追责的具体情形。
2017年 7月 17日，以保障和
维护生态功能为主线，按照山水林

田湖系统保护的要求，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的工作方案》。按照方
案要求，我区今年年底将完成《内
蒙古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初步方
案》，并于 2018年下半年获得国务
院批准后发布实施；到 2020年底
前，在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的基础上，推进勘界定标，基本建
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空间得
到优化和有效保护，生态功能保持
稳定；到 2030年，生态保护红线布
局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有效实施，生态功能显著提升，生
态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站在自治区成立 70周年新的
历史起点，我区将坚决守住发展、
生态和民生底线，让内蒙古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人民更开心，把我国北方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得更加牢固，把祖
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

超前预想保障汛期行车安全
近日，内蒙古集通铁路大板水电
段针对管内降雨频繁、雨量增加的实
际情况，
及时下发了安全预警通知书，
组织各科室、
车间通过强化值班值守、
严格设备把关、
开展业务学习等方式，
进一步强化汛期设备运行质量，为可

靠行车供电提供了有力保障。
动迅速。同时，该段加强设备安全隐
据了解，该段要求各科室、车间
患排查整治，坚持做到以雨为令，全
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提前安排人
面执行冒雨巡查、监护制度，及时掌
员做好行车设备检查工作，并针对应
握供电设备运行情况，结合实际突出
急机具材料运用状况进行摸底排查， “三个关键”，切实消除设备隐患，保
确保在险情发生时能够有效应对、出
障了行车安全。
江旭

《管理大脑思想》帮助
中小学生
“增好减坏”

◇全媒体记者 王乐

本报讯 10日，记者了解到，面向全
国 2亿多中小学生开发的《管理大脑思
想》出版，该图书将帮助中小学生和家长
立足现代科学，学习应用传统文化管理
智慧，帮助中小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大脑
里的思想，帮助家长学会引导管理孩子
大脑里的思想，进而在身体上增加好言
行、好情绪、好习惯、成功，减少坏言行、
坏情绪、坏习惯、失败，实现“增好减坏”
的目标。
《管理大脑思想》介绍的管理大脑思
想方法，就是帮助中小学生实现“增好减
坏”的方法。其以大脑思想图为基础，介
绍了立足现代科学，学习应用传统文化
管理智慧，对人大脑里的思想进行管理，
进而实现“增好减坏”的方法。对于家长
来说，阅读该图书后，就能够立足现代科
学，学会传统文化管理智慧的引导管理
方法；这样，家长就可以对孩子大脑里的
思想进行引导管理，帮助孩子学会自我
管理，实现“增好减坏”，这也是家长培养
龙凤子女，实现家庭教育目标的重要方
法。
《管理大脑思想》分 6章，每章有 9节
内容。每章中有 3个姓名出现在标题中
的案例人物，其独到之处在于汇集了 18
个“标题级”案例人物后，根据大脑思想
图，
一一讲述了大脑里的
“动画故事”
。
因此，读者阅读《管理大脑思想》，学
习的就是“管理大师”的管理智慧，其中
包括他们对自己的大脑思想进行自我管
理的方法；他们对别人的大脑思想进行
引导管理的方法；他们对子女的大脑思
想进行引导管理的方法；还有他们的成
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还有后人和作者对
他们的管理智慧学习和应用、创新和发
展而得出的新观点、新方法。
据悉，作者在推出面向中小学生和
家长的《管理大脑思想》后，将推广应用
大脑思想图，陆续推出《管理大脑思想》
的大学生版、家庭版、企业版、动漫书、画
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