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版

2019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电话：0715－8128770

随意售卖处方药，这是谁给的方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你知道吗？罗红霉素、头孢克洛、
阿莫西林等抗生素，这些药均属于处方
药，必须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在药店购
买。近日，记者暗访我市中心城区药店
发现，没有医生开具的处方，照样能够
轻松方便地在药店买到处方药。我们
不禁要问，这是谁给的方便？

在药店买药像在餐馆点菜
十一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中百
仓储温泉店附近的几家药店，
发现前来
买药的顾客络绎不绝，顾客面对琳琅满
目的药品，
像在餐馆点菜一样随便购买。
“你好，来盒阿莫西林（抗生素）。”
“硝苯地平缓释片（高血压处方药）多少
钱啊？ 来一瓶。”在麦德信药房，只要
听到顾客说出药名，服务员什么都没
问，迅速将药品递到顾客手里，有时还
会推销其他同类药品供顾客选择，当顾
客拿药到收银台时，工作人员开票、装
药的动作十分麻利，简直是有求必应。
正在购买药品的市民张女士告诉
记者，她常年在此家药店为老人购买治
疗高血压的硝苯地平缓释片，每次至少
买 3 盒，从来没有人要求她出示处方。
这在她看来，也是一种
“方便”
。
在民联医药商场，记者观察发现，

药店里分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柜台，但
是柜台上并没有张贴
“购买处方药需医
师开具处方”的标语。而且，很少看到
有顾客是手里拿着处方来买药的。同
时，也很少看到药店的药剂师给购买处
方药的顾客进行讲解和指导。
在药店外，记者随机采访了 5 位市
民，大家表示，从没听说购买处方药还
需要医生开具的处方，这样挺麻烦的。
而且药店也不需要提供医生处方一样
能买。
“到医院看病，
挂号、
排队，
太麻烦。
”
市民肖先生说，
一般小感冒，
他都喜欢到
药店购买一些感冒药和抗生素药，但是
从来没有去医院找医师开过处方。

没处方也能买到处方药
随后，记者以顾客身份前往市中心
医院旁的康华大药房购药，在处方药柜
台前，记者随便指着一盒处方药准备购
买，此时，工作人员什么都没问，直接将
药递给记者，示意到前台结账即可。
离开这家药店后，记者又来到淦河
大道上的国控药房，同样，在向工作人
员咨询处方药阿奇霉素时，工作人员同
样没问是否开有处方，便迅速给记者递
上药品。

魏明

紧接着，记者又问道“头孢和阿莫
西林有没有？”这时，工作人员同样没问
处方，反而给记者透露，现在药店里进
口头孢在打折，足足便宜了一半，建议
记者赶紧购买。
在潜山路上的民联医药商场，记者
同样在没有医师开具处方的情况下，顺
利购买到了处方药罗红霉素胶囊。
“现
在购买处方药都不用医师开的处方了
吗？”记者故意问道。
“ 按理来说要开
的。”工作人员回了一句，但是并没有要
求记者出示处方，而是将话题转到了用
药方法上。
在红旗路中学路口的楚天大药房，
记者咨询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时，工作
人员也没问什么，让记者直接在前台开
票即可购买。
而在希望桥附近的民联医药商场，
记者除了购买到阿莫西林、复方甘草片
外，当记者提及想购买安眠药时，工作
人员给记者推荐了一种药，称这种药也
能帮助睡眠。
处方药，顾名思义，就是要在有医
生开的处方情况下，才能拿到药。但记
者走访中心城区药店发现，没有一家药
店售卖处方药需要市民提供医生处方，
药店滥卖处方药现象触目惊心。

利益驱使让违规售药频发
记者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
官方网站上查询到，2007 年 5 月 1 日起
开始施行的《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明确规定：药品零售企业应当
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分类
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既然国家有明文规定，为何药店还
要违规售药？
“ 处方药的品类数量占到
药店所有药品比例的 6 成左右。
《药品

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后，对保障患
者的用药安全是非常有利的，但对药店
的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医药代表告诉记者，如果真的
按照国家规定实行，那么药店的收益会
降低，特别是市民需求较多的抗生素类
药品销售额将会严重下滑。
也正因利益驱动，外加监管部门监
管不力，药店敢于
“铤而走险”
“
。处方药
一般定价较高，利润率大概 50%左右，
因此药店更乐于销售这些药物。”该医
药代表说，如果完全规范了处方药买
卖，很多药店利润可能降低 20%之多。
业内人士分析，按照相关规定，确
认药店违规出售处方药，首次责令其及
时整改；如果之后确认其未按规定整
改，最高处以 1000 元罚款。低额度的
罚款与高利润的空间，不足以对药店违
规经营产生震慑作用。
同时，随着医院推行信息化，如今
多采用电子处方形式，而患者即便要求
医院打印纸质处方，还需要经过繁琐的
手续流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市民去药店购药不便提供医生处方。
“政策失灵”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老
百姓。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
生曾瑜灿告诉记者，处方药具有一定的
副作用及其他潜在的影响，用药方法和
时间都有特殊的要求，必须在医生的指
导下使用，否则会造成不良反应，甚至
危及生命。比如，服用头孢时，一定要
忌酒。而特殊的药物，有的需要饭前
吃，有的需要饭后吃，有的需要边进食
边吃。
市民呼吁，希望监管部门加强监
管，药店需要提高自律意识，消费者也
要尽快提高安全用药意识，共同维护安
全用药环境。

市领导调研档案文化宣传工作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王 屹、李
小蒙报道：10 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闫英姿到市档案馆调
研档案文化宣传工作，并观摩
市档案馆近期征集入馆的咸宁
籍著名摄影家夏勋南 10 万余幅
老照片作品精选。
闫英姿听取了夏勋南“名
人全宗档案”的介绍后指出，这
次档案馆征集的夏勋南 10 万幅
老照片，跨度近 50 年，包括“红
卫兵”、
“ 学大寨”、计划经济、市
场化经济、改革开放等重大历
史背景下的鄂南人民生活生产
和社会发展情况，对咸宁市政
治、经济、文化宣传和发展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市委宣传部将
选取部分老照片充实相关大型
画册内容。摄影家夏勋南几十
年如一日抢救保护地方文化资
源 ，用 相 机 见 证 历 史 ，造 福 后
人，精神可嘉，值得大大倡导。
据悉，市档案馆此次开展
的文化名人全宗档案抢救与开
发活动，征集到夏勋南 10 万幅
老照片，这在全省档案系统都
属罕见。市档案馆将乘势而
上，积极为社会提供服务，更好
地开发档案资源，扩大档案文
化交流，提升咸宁档案在系统
的影响力，扩大咸宁的知名度
与美誉度。

市领导在咸安调研凤凰新区建设要求

选好项目 做好服务
本 报 讯 记 者 吴 文 谨、通
讯 员 刘 洁 报 道 ：10 日 ，市 委 常
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
良锋到咸安区调研凤凰新区项
目建设。
杨良锋先后来到向阳湖镇
郭家湾、笔峰塔文化公园、真奥
药业、威思顿智能科技实地查
看有关项目建设情况。
他充分肯定了咸安经济开
发区的发展态势，认为园区按
产业分园管理，规划得当，园区
内的硬件设施和招商引资环境
优越，干群齐心，展现了干事创
业的热情。
杨良锋要求，要一如既往
地创新招商引资手段，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成立好专业招商
专班，围绕主导产业，创新以商
招商、基金招商等多种招商形
式。要进一步优化园区环境，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上下齐心，
共同开展好招商宣传，让企业
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客商
感到宾至如归。要凝心聚力，
大力培育符合咸安特色的产
业，培育好现有优势产业，发展
好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引进
项目要优中选优，把产业做大
做强。要立足长远，深谋远虑，
树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功
绩观，切忌“竭泽而渔、杀鸡取
卵”，守好门槛，拒绝污染大、高
能耗、产能落后的企业。

我市举办统计专题培训班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文 明 创 建 进行时

本报讯 记 者 陈 新、周 莹
报道：10 日，全市领导干部统计
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
行。副市长熊享涛出席开班仪
式并作动员讲话。
培训班上，相关专家详细
解读了统计工作方面的重要文
件 精 神 ，并 针 对 当 前 形 势 ，对
我市的各项统计工作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为我市做好新形
势下的统计工作和经济工作指
明了方向、开拓了思路、明确了
路径。
熊享涛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通过学习培训，认清形势，增

强使命感，做新时代依法统计
的维护者，切实增强依法统计
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增强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意识，
客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要深入学习，增强责任感，做新
时代依法统计的遵守者，学习
《意见》
《办法》和《督查工作规
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知晓党政
同责的“五种法律责任”；要履
职尽责，增强紧迫感，做好新时
代依法统计的践行者，
“ 不忘初
心 牢记统计使命”，着力提高统
计数据的真实性，维护统计法
治权威，
维护政府公信力。

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全力抓好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本报讯 记者黄柱报道：
力，做好“共抓大保护”这篇大
10 日，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文章。
领导小组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会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
议。副市长谭海华出席会议。
位，坚决担起咸宁责任；要坚持
会议传达学习国家、省推
问 题 导 向 ，在 行 动 上 狠 抓 落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
实。各地各部门要聚焦省移交
议精神，通报国家长江经济带
我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
生态环境警示片涉及我市问题
片 5 个问题和 6 条线索，聚焦人
整改进展情况，观看《湖北长江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
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安排
题，认真梳理归类，分类制定具
部署涉及我市问题整改工作。
体的整改措施，落实时间表、路
会议指出，要强化绿色发
线 图 ，制 定 问 题 清 单 、责 任 清
展意识，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
单、措施清单、时限清单，实行
要强化履职尽责意识，齐心协 “清单式”
“销号式”整改。

义务送水
连日来，中交四公局咸宁项目部
联合咸安区汀泗桥镇政府，调配两台
洒水车，深入黄荆塘、古塘、赤岗、程益
桥等偏远村湾开展义务 送水，为受干
旱影响出现饮水困难的村民送去生活
用水。
通讯员

江其立

摄

通山县开展主题教育实行“三走进”

真心为民办实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连日来，通山县县委书记石玉华走
进农家，在大路乡新桥冯村村民余春林
家中，同他一起商量秋收秋播的生产计
划；走进企业，在县经济开发区低碳产
业园创盛眼镜项目工地上解决建设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走进社区，在通羊
城区 6 个小区现场化解全县拆迁安置、
企业改制遗留下来的 6 个方面矛盾纠
纷。通山县开展主题教育实行“三走
进”，即走进农村，走进企业，走进社区，
真心为民办实事。
走进农村——办好一件件实事
9 月 30 日早上 7 点刚过，洪港镇党
委宣传委员谢宏波骑摩托车来到了下
湾村。走进村口，就碰到一位 60 多岁
的村民王定溪。
“老乡，你有什么事需要
我帮忙解决吗？”听到镇里的驻村干部
在喊他，王定溪就迎上前去向谢宏波咨
询有关农民医保、养老保险缴纳和新办
手续事宜。听明他反映的情况后，谢宏
波说：
“这事符合政策，你明天上午到镇
里，我带你去办好。
”
王定溪的表情由刚开始的略微局

王能朗

促变成惊喜：
“ 好！我明天一早就到镇
政府找你！”
“镇政府驻村干部每天都下乡为群
众办事，你给村里群众捎个信，
有事可以
随时来找我们镇干部！
”
在带王定溪去找
镇政府社保员的时候，谢宏波递上一张
联系卡说，
今后有事还可以打电话。
随着通山县“三走进”集中活动的
深入开展，该县县直机关和局级单位、
12 个乡镇、216 个村（居）干部进一步转
变作风，从办好一家一户的“小事”做
起，以真心服务赢得群众支持。进村入
户对于谢宏波这样的乡镇干部来说已
习以为常。洪港镇政府除了白天有驻
村干部在村（居）开展工作外，每晚都保
证有 5 名以上干部在办公室住夜值班，
每名干部一周在镇里住夜 5 个晚上，并
实行 AB 岗制度，保证全天 24 小时均
能方便群众办事。
走进企业——解决一个个难题
“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
‘三走进’
要走出感情，走出实效。”通山县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周学东说，对于重点难点

通讯员

谭崇飞 阮文杰

问题，
要一抓到底。
小区，县委书记石玉华、县长陈洪豪与
这不，大路乡党委书记程景家为修
29家拆迁户面对面协商化解遗留下来补
一条路又忙碌了一个通宵。前段时间，
偿安置问题，
让到会的群众满意而归。
县重点项目“3D”水晶工业园建设遇到
2013 年，因咸通路和迎宾路改造，
了瓶颈，虽然一期的土地平整已经基本
当时县政府征收位于公路沿线第一排
完成，但进厂区的外围道路一遇下雨天
29 户村民房屋，后因政策调整，导致还
就泥泞不堪，严重影响进园区项目施工
房安置和补偿不能按照协议落实。为
设备的运输和建设进度。
了化解这起一拖 6 年议而不决的矛盾
程景家了解情况后，马上给县领导
纠纷，石玉华和陈洪豪带着通羊镇、大
汇报并召开项目现场协调会，协调与项
路乡、县城投公司、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目相关的村土地征用事宜，还请来县交
局负责人与 29 家拆迁户一起协商处理
通、城建等部门解决修路问题，经过一
还房安置和补偿方案，并当场决定以地
天一夜的苦干，一条烂泥巴路被坚实的
基置换安置，由县城投公司负责测算补
砂土路所取代。
偿标准，通羊镇、大路乡负责征地、并审
为了更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该
核好安置对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
县全面实行领导干部挂钩联系项目制
好安置房屋的规划，不到 3 个小时，这
度，各责任人全程参与联系项目的立
起久拖协商无结果的重点信访个案得
项、设计、规划、拆迁、建设等各环节，对
到圆满解决。
项目建设中重大问题，随时研究，随时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如今在通
解决，在全县上下形成一种“跳起来摘
山县各地，千名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到
桃子”
的态势。
“三走进”活动中，他们用脚步丈量民
走进社区——调处一起起纠纷
情，用真心排解民忧，用智慧解决纠纷
9 月 26 日上午 8 点，在通羊镇古塔
矛盾。

市直机关 500 名基层党支部书记

参加主题教育培训学习
本报讯 通讯员刘盼报
道：10 日上午，市委直属机关工
委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培训班，近 500 名
市直机关基层党支部书记参加
培训。
培训班就如何把握好“初
心和使命”的内涵、把握好主题
教育基本理论表述、把握好主
题教育的时间和范围、把握好
工作总体安排上的区别、把握
好基层党支部的重点任务进行
讲学，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并现场征
集意见和建议，召开座谈会集

中答疑解惑。
此次培训旨在将主题教育
深入推进到市直机关各基层党
支部及普通党员，进一步指导
督促市直机关基层党支部书记
提升政治站位 、明确工作要求，
切实提高各党支部书记组织开
展主题教育和业务工作能力。
参加培训的基层党支部书
记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提升政
治站位，切实认识组织开展主
题教育的重要性，把责任扛在
肩上，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为做好本系统、本单位党
建工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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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天气预报：
11～13 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次降水降温过程。11 日：
小雨，偏北风 2～3 级，19～24℃；
12 日：
小雨，偏北风 2～3 级，19～23℃；
13 日：
小雨，偏北风 1～2 级，18～25℃。今天相对湿度：
6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