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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曝有诊所给内地游客打“HPV水货疫苗”

成都女孩抓狂：我就在这家打的
为了得到健康，“打飞的”去香港打HPV（宫颈癌）九价疫

苗。如此折腾时间和精力赴港的女孩不止成都女孩小白一个，
她们就是看中香港诊所的专业和安全。但是近日，港媒曝出香
港部分诊所和医院给客人注射“水货”疫苗的消息，甚至曝出只
有内地游客中招的猛料。看到新闻的小白发现自己赶去打针
的诊所，竟赫然在列！小白称，从5月10日至今，没有睡过安稳
觉。小白加的一个维权群里，光她所去的那个医院就有300多
人，群里弥漫着焦虑和愤怒。记者对此展开了采访调查。

回应

默沙东否认向环亚供货
环亚改口说其他途径“借调”

5月 10日左右，一份疑似环
亚体检集团的声明流出，声明称：

“本公司所提供之HPV九价预防
疫苗均由默沙东药厂生产。”但消
息发出不久，HPV九价疫苗供货
商默沙东公司却发文表示：未向
环亚供货！

双方的声明，立刻引发了网
络热议。和小白一个维权群的网
友说，环亚拒绝承认自己医院给
客人打的是“水货”，改口说，默沙
东没供货，他们也是通过“借调”
的途径获取正品疫苗。

一份环亚发布退款协议显
示：XX已在诊所注射第一针HPV
疫苗，退还剩余两针的钱。小白和
小安表示，不接受这个退款方案，

“这个协议意思默认我们第一针打
的是正品了，万一是假的呢？”而退
款必须本人持身份证和预约的相
关证件到现场退，这对不少内地的
客人来说成本太高，等待调查结
果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记者连线

港卫生署：已经介入调查

5月 14日下午，记者多次致
电环亚医院佐敦店，均无人接
听。记者随后致电香港卫生署，
对方表示目前的处理结果根据香
港媒体报道为准。该报道称，已
经卫生署与香港海关于5月10日
进行联合行动，突击搜查环亚体
检集团的两间诊所，并取相关证
物做进一步调查。

记者查询到，根据香港有关
条例，所有药剂制品均须获香港药
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注册，方可合法
于市面售卖。非法售卖或管有未
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1部毒药均
属刑事罪行，每项罪行最高罚则
为罚款100000元及监禁两年。

卫生署发言表示，所有已注
册的药剂制品于包装上须附有香
港注册编号，格式为『HKⅩXXX
Ⅹ』。海关表示，根据《进出口条
例》(第60章)，任何人士如非根据
进口或出口许可证的规定而进出
口任何药剂制品，即属违法，一经
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0元
及监禁两年。卫生署及海关的调
查工作仍然进行中，如发现有违
例情况，会采取适当行动。

（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今年4月左右，小白和朋友小
安（化名）开始计划去香港注射HPV
（宫颈癌）九价疫苗。通过中介预
约一家名叫“环亚”的医院后，两人
5 月初出发去香港，并在 5 月 7 日
接种疫苗。早在4月底，当时已经
有港媒曝出香港部分诊所和医院
给客人注射“水货”疫苗的消息，那
个时候小白她们没当回事，出发前
小白和小安也了解到只需要“验
针”，就肯定没什么问题。

然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给两个女孩当头一棒。两人一
前一后注射后，回到成都不久，港媒
就曝出有医院给内地游客打“HPV
水货疫苗”。新闻中，她们注射的这
家诊所，赫然在列。两个人赶紧通
了电话，还心存点侥幸，万一搞错了
呢？赶紧翻出拍摄疫苗包装的照
片，再核对回忆各种细节，还原了整
个注射疫苗过程，怀疑自己可能就
是“中招”了“HPV水货疫苗”。

7日下午，小白进入打针科
室大约是下午2点半左右。坐
下来医生就让她验针，“医生给
了我一个盒子，让我核对针剂
和包装的编好是否一致。”确认
并拍照后，医生注射了针剂在
其左臂，整个过程就一分多种。

小安在她之后，同样的流程
打完了针，也拍了照片。但就是

这两张照片，成为两人质疑医生
拿同一包装盒给客人验针的证
据。“两张照片针管和针剂摆放
的位置不一样，盒子虽然从外包
装看都一样，但是两张照片里的
盒子，有同一处破损褶皱，连褶
皱的样子都一模一样！”小白和
小安怀疑，医生验针时拿的是同
样的盒子。

5月7日下午，小白和小安打针
后乘机返回成都。然而就在回成都
两天后，两人从媒体报道得知了环
亚停业，香港卫生署介入该医院调
查的消息。“脑壳都懵了，中间人跑
来给我们说对不起，她也是看香港
那边的新闻晓得的，她不知情。”

小白和小安找出了当时打针的
照片，比对后心里发毛。“到底打的

什么东西？水货？盐水？葡萄糖？
或者是有害物质在体内？”小白和小
安的情绪，在一个群里得到了响
应。她们加的维权群里，光环亚一
个医院就有300多人，每天都有不
少人称怀疑自己也打到了假疫苗。
通过这些共同诉求女孩的梳理，小
白告诉记者，他们“侦察”到了很多
疑点。

当头一棒

按照资料显示，HPV九价疫苗
是用于预防人乳头瘤病毒（HPV）感
染引起的宫颈癌，称可以预防90%
以上的宫颈癌。但根据内地相关规
定，HPV九价只接受16至26岁的人
群接种，26岁以上只可预约HPV四
价，四价的预防宫颈癌的功效是
70%。不少人认为，能找到九价疫
苗接种是最佳选择，香港地区按照
欧盟标准，引进和提供了九价疫苗，
在很多医院和诊所都可预约。小白
就是这样的选择者。

今年4月，31岁的小白和朋友
小安通过一位在香港的中间人了解
到，可以通过她预约打HPV九价。
两人向中间人谈妥以6200元三针

的价格，预约打针。“一共是三针，中
间有一部分是给中间人的费用，价
格还算合理就定了。”

按照分三次注射的流程，两人
也定了三次成都-香港往返的机票，
花费4000多，“打这个疫苗差不多花
了1万多，但是想到能保证身体健康
还是值得。”5月初，小白和小安如期
乘机前往香港，并于5月7日来到预
约的这家名叫环亚的医疗诊所。

找到环亚后，小白和小安取号
排队等候打针。小白回忆，这家诊
所排着长长的队，几乎都是内地过
来打针的顾客。按照她排到的41
号，一天下来估计能排到150到200
号人。

“曝光的医院竟然就是我去的那家！”

“那家诊所每天排200号人，基本都内地来的”女孩回忆

维权群“侦察”
验针盒子“连外包装盒破损褶皱处都一样”

前后入室打针
验针盒子“外包装盒破损褶皱处都一样”

疑点1

“医生问我打右手还是左
手，说打了的手不能提重物，我
就选择的左手。“小白称，打针室
的椅子侧摆放在桌子面前，桌子
上摆放了很多疫苗包装，她坐下
时，自己那盒包装已经在桌子上
了。选择打左手，坐的方位就背

过了医生，看不到医生拿针剂、
换药的过程。“我背过去，也不晓
得医生到底拿的什么针剂，就算
验针的时候是正品，万一背过去
时被换了呢？“小安和小白认为
科室里面的摆放，让选择打左
手的人背对着医生。

暗藏玄机？选择左手打针务必背对医生疑点2

按照相关规定，HPV九价疫
苗保存的温度是2-8摄氏度，超
过这个温度范围疫苗会失效。
小白和小安5月7日打针当天，
当地气温21度左右，按照小白
的说法，针剂在外存放了不知
道多久。“因为进去的时候医生

都摆放好了，我觉得正规的应
该是到场后再从冷藏柜拿出
来。”同样，小白和小安都表示，
注入的时候并没有冷冷的感
觉，他们质疑医院未按规定冷
藏疫苗，“就算是正品，保存不
规范也有可能失效啊。”

疫苗注入无冷感担心是未经冷链存放疑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