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我牙疼得厉害，想买甲硝唑胶
囊！”

“这种胶囊是处方药，请问您有处方
吗？”

当日，在通山县明联药店，当得知居民
徐女士没有买药处方后，该店营业员告知徐
女士：“这里有远程问诊系统，您把身份证拿
出来，通过这个系统实名问诊看病，在网上
请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后即可购买药品……”

随后，徐女士根据远程问诊引导，依次将
个人信息如实输入问诊系统，系统中的执业医
师和徐女士进行了实时视频问诊对话，医生在

询问了徐女士病情以及用药过敏史等情况后，
开具了治疗牙疼的处方药。药店执业药师对
处方药进行审方后，完成了售药过程。

“这个‘网上医生’太方便了，有了这个，
不仅省去了小毛病去医院的麻烦，而且还不
会买错药，真不错！”徐女士连连感慨。

零售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问题，一直是
行业顽疾，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解
决违规销售处方药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4月，一场面向药品零售企业的“电子处
方”服务试点工作在通山县展开。通山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试点执业药师远程审方的

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药品零售企业信息化惠
民机制的建立，破解处方药违规销售屡禁不
止的监管难题。

“试点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严格规范电子
处方管理，推进和完善药品零售企业信息化
服务机制，探索破解处方药销售监管难题，
更好地促进药品零售企业提供安全、有效、
便捷的服务，着力解决群众关切的合理用药
及购买处方药问题。”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宋骄阳说，推行远程问诊、在线开具电子
处方，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让居民在
居住地附近药店就能轻松实现“医生在线问

诊、开药、药店直接购药”一条龙服务。
截至目前，通山县十余家药店安装了远

程问诊系统，开出1000多张电子处方，有效
解决了群众安全购药问题。

宋骄阳说，智慧市场监管的有效实施，
解决了市场监管过程中执法痕迹难追溯、执
法责任难落实、监管重点对象难明确、监管
主体信息缺乏整合等痛点，使执法过程电子
化、执法监督任务化、结果运用智能化，打造
更加精细化的执法管理模式，进一步创建

“靶向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共治”的市场监
管新格局。

远程问诊，药店也能开处方

一瓶一码，气瓶装上“身份证”
在“扫扫二维码”的时代，有没有想到过

你家的液化气钢瓶上也有了二维码呢？
液化气钢瓶加装二维码标签正在通山

县实施，居民只需用手机对准钢瓶上的二维
码扫一扫，立即就有充装时间、充装单位、客
户姓名等信息跳出来，这只液化气瓶的“身
世”你就一目了然了。

在通山县一个燃气充装站点，工作人员
正集中力量对充装燃气前的所有钢瓶加装
二维码标签，并根据钢瓶的原始数据，对相

应信息进行精确录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钢化瓶进行二维码

加装后，这些相关信息“附”在了钢化瓶上，就
相当于为每只液化气钢瓶贴了一张“身份证”。

记者看到，加装后液化气钢瓶瓶口把手
上有一个二维码及条形码。只要用手机扫
一下二维码，你便可知道液化气钢瓶充装、
检验、使用期限等信息。

“这样做，能实现对液化气钢瓶充装、运
输、销售、检验、报废等环节的全过程跟踪追

溯。换句话说，就等于给气瓶加了一道高科
技‘保险锁’。”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
设备和安全生产股股长李浩说。

在通山县城区兴业街附近的包子铺，卖
包子的老板黄勤春已经是5年多的老商户
了，几乎每天都要买一罐液化气使用。过
去，他也是通过私人上门充气的方式购买液
化气，在液化气罐统一监管后，黄勤春自己
也觉得比以前更方便和安全了。

黄勤春说，液化气瓶安装二维码后不仅

能安全放心地使用，还能防止液化气瓶丢
失。“以前丢失过一只液化气瓶，没找回来。
现在扫一下二维码就知道这液化气瓶是谁
家的，不用担心丢了也找不到。”

李浩告诉记者，通山智慧燃气的建设力度
也在加大，燃气安全监管平台将于年底试运
行。据悉，该平台利用智慧城管现有GIS地理
信息系统，扩充实现瓶装燃气各环节监管内容
的可视化，将保障正规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用
户的正当权益，促进燃气行业的健康发展。

新闻追问
问管理

数字化正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剧烈变革，如
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现
代化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
善，成了重要的时代命题。

今年来，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互联网+市
场监管”模式，植入“最强大脑”，安上“火眼金睛”，提
升智慧监管水平，成为全市市场智慧监管“领跑者”。

视频监控，食堂透明更放心
25日，记者走进通山县第一中学学校食

堂，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可以看到，墙壁上有
一块视频监控显示屏，可以实时查看食堂消
毒间、操作间、储藏间、面点间等处的动态。

像这样的“观景区”，如今在通山县171
家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全面铺开，它们以明
厨亮灶的方式向家长学生“亮”相后厨区域。

学校食堂的原料库是储存米面粮油等
物资的重要场所，原料的进出非常频繁，如
果管理不到位，老鼠等动物极易进入，可能
造成污染。通山县一中在学校“明厨亮灶”
的基础，运用物联网技术，轻松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

通山县一中工会主席曹文进说，自从加
入互联网+明厨亮灶之后，他们加入了物联
网设备，门磁传感器，它会在开关的过程当
中，将挡鼠板的开关信息，及时向工作人员
预警，起到了及时的提醒作用，这样方便工
作人员及时地把挡鼠板复位，避免了一些不
必要的安全隐患发生。

“家长可以通过扫码，通过平台实时观
看，后厨的加工过程，以及学生在餐厅就餐
的过程，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应
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有效地对食堂监管和
对学校的管理工作进行指导。”曹文进说，“互
联网+明厨亮灶”的监管模式，实现家长、学

校以及监管部门远程监督，让学生吃得放心，
让家长安心，同时也激励他们不断提高食品
安全管理水平，督促从业人员严格规范操作。

通山大酒店大堂，顾客一抬头就能看到
后厨操作的实时画面，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
环节在这里一目了然。不仅如此，通过互联
网技术，顾客只要扫描二维码，随时可以在
线实时查看。

“我们厨房的现场操作的一些现场活
动，以及原材料的采购情况，还有一些包括
我们消费者反馈的意见，以及通山县市场监
管部门反馈的一些意见，全部在里边，一目
了然，这样能全方位看到我们的整个门店经

营情况。”通山大酒店于经理说。
截至目前，通山县已实现学校食堂“互

联网+明厨亮灶”县域全覆盖，大中型餐饮企
业门类完成80%，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
人海战术和保姆式监管，向着食品安全智慧
监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通山县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股股长张
驰说，互联网+明厨亮灶，就像拥有了“火眼
金睛”，让通山智慧化监管效能进一步提升，
运用AI智能抓拍功能，适时对不规范操作
行为进行抓拍、记录，进一步提升了监管执
法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
击震慑作用明显增强。

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如何推进智慧监管——

植入“最强大脑” 安上“火眼金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査生辉 王恬 通讯员 徐世聪

最开始不少人为了获得信息而加入微
信群，而当群加多了，这种便利似乎成了一
种累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叹患了“微信
群依赖症”。

面对部分微信群中90%的无效信息，到
底应该留下还是退出呢？记者进行了采访。

微信群越加越多，成了社交负担

“每天的工作从起床后处理‘群消息’开
始。”这是市民小戴的生活习惯。

20日早上7点，悠悠转醒的小戴习惯性
地拿起手机，点开微信，发现几十个微信群
的右上方显示着“小红点”，表明这些群里的
消息正等着她过目。

“同事群、客户群、亲友群、家长群……
我大概加了20多个微信群吧，狂轰乱炸的群
消息让我时刻不敢怠慢，像在客户群里，很
多客户会给我介绍单子，所以现在我去卫生
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生怕一个不小心就错过
了什么。”小戴告诉记者，以前她没加入这么
多群时基本上半个小时看一次，现在每隔几
分钟就看一下，感觉自己被微信群“绑架”，
似乎患上了微信群依赖症。

微信群依赖症，是社交网络生活中的现
象之一，表现为不知不觉就加入数十个微信
群，每天被群里的消息所缠绕，直到让提示
消息的小红点全部消失。

在城区一家服装店上班的小美说，她常

常被一些微信好友莫名其妙地拉到某个群
里，为了防止说错话，索性在群里保持沉
默。她坦言，每天被群里的消息“打扰”，自
己又接不上话，心里不免感到无奈又烦恼。

“我加入的一些群里，很多成了代购和
广告的集中地。还有一些群成员常常发个
链接，发动大家投票和点赞，有些情况下，实
在是碍于熟人面子，我就做个顺手人情。”从
事房屋设计的朱先生感慨，原来入群只是为
了获得信息和方便联系，眼下看来，这种便
利似乎成了一种累赘。

留守还是退出，这是个问题

不停地加入或被加入微信群，然而群里
90%的信息与自己无关，于是，不少人开始
纠结一个问题：果断退群还是碍于情面继续
留守？

深受群聊困扰的市民晓丽最近有种如
释重负的畅快感，因为她终于下定决心退了
80%无关紧要的群。“退了几十个群聊，感觉
世界都清净了。”晓丽说。

然而像晓丽这样能够果断退群的人还
是少数。“有些群感觉没什么用，但怕万一哪
天能用上。”市民周晴说，平日里很难对微信
群里的那些消息视而不见，想退群但怕被好
友误解成“友尽”，所以宁可留在群里装僵
尸，就担心自己被别人指指点点。对于这些
群，她选择开启“消息免打扰”。

采访中，也有一部分人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退出。微信群就
是用来社交的，没必要因为它而徒增烦恼。”

“我在微信上大部分是在聊工作，还有一半
时间在和朋友、同学聊天。微信群对我来说
很重要，完全成为了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一
部分。”“人的精力有限，必须有所取舍，真实
生活远比虚拟群里的面子更重要。”……

在城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郑女士看
来，现代社会讲究“断舍离”，自我的网络社
交也应该多加管理。

面对24小时无所遁形的微信群，郑女士
认为，善于利用微信才能为生活所用，否则
将不可避免被微信绑架，将大量的时间浪费
在微信聊天中，得不偿失。

学做手机主人，进行现实沟通

显而易见，微信群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人们的沟通交流、传播和收集信息的需
要，但是无形之中占据了人们许多时间。“每
天花很多时间刷朋友圈，聊微信，感觉学了
不少知识，可一天回想起来，根本没记住几
条真正有用的。”越来越多的人感叹，自己明
知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在无效社交上是不
对的，但是行动上似乎并不容易摆脱“微信
群依赖症”，感觉人被手机控制了，常常忍不
住多翻几次微信。

对此，市心理咨询师汪凌认为，微信群

确实让人们花了太多时间，但这不是微信的
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人
的问题。人类在社交的过程中，本来就有时
时社交、喜欢攀比、轻信虚假信息这样的习
惯，微信只是提供了一个放大工具。如何不
被微信群控制，还是要从人自身找原因。

“离开鸡肋般的微信群，不妨学着成为
手机的主人。”汪凌建议大家多用微信之外
的方式与他人交流，如打电话、安排线下活
动等，多出门少宅在家里，和现实中的朋友
多交流多沟通，这样在外界环境中，人们的
注意力可以被转移，身体感官更容易受到刺
激，就不会被微信世界中的人情世故所困
扰。

“微信群的加入和退出，其实不用太过
于纠结。因为并不是任何圈子对每个人都
是有用的，这需要甄别和选择，加入适合自
己或觉得有提升的群，明确圈层才能更好地
管理自身网络社交圈。”他表示，微信群本身
是为了拉近距离，但如果过分依赖网络、热
衷微信群，忽略了现实关系中的亲朋好友，
那就没必要了，有时面对面的深度交流是能
让人获得爱和关注的有效途径，不妨多进行
现实沟通，从源头上摆脱“微信群依赖症”。

如何摆脱微信群依赖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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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发放标准是什么？
网民报料：
本人家住崇阳县港口乡畈上村，我父亲

在畈上村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现已退休。
社保也缴纳了十几年，但退休金只有867元，
请问退休金发放的标准是什么？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报料联系了崇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参加企业
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即可享受待遇（养老金），之后逐年按增资政
策调整增加养老金标准。

养老金的高低主要是与缴费年限的长
短（交得长拿得多）、选择当年缴费基数的高
低来决定（交得高拿得多）。养老金的计发
也是根据职工的缴费情况在业务系统中自
动计算生成。如果该网友觉得其父亲的养
老金偏低或有错误，可持其本人身份证到崇
阳县政务中心四楼社保业务窗口查询核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温泉中辉商场租金何时返？
网友爆料：本人是温泉中辉国际的业

主，开发商一整年4万左右的返租金未付，到
底何时能付给我们，望相关部门帮忙处理此
事！

记者调查：
对此问题，记者联系网民“习女士”了解

情况。习女士表示，自己在温泉中辉国际广
场购买了商铺，购买前开发商承诺商场包
租，然后按时打租金给客户，不用自己操心，
可去年底开始，约定好的返租金却一拖再
拖，一直没有给。

对此，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立即
进行调查。经了解，中辉国际广场现有返租
户300多家，目前大部分返租户还有5个月
的返租资金没有兑现，预计到2022年2月28
日返租合同到期共需资金约500万元。

中辉国际广场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
响及公司经营等原因，资金出现困难，该公
司一方面已向集团公司反映问题，争取总
公司支持，另一方面正积极想法筹集资金
统一兑付给返租户，筹措资金需要一定时
间，请返租户理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外国人如何申请来华务工？
网民报料：
我们公司有涉外业务，想要长期聘请一

个外国人，想了解问外国人申请来华工作许
可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对我们公司有没有要
求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答疑惑。

记者调查：
联系市科学技术局，工作人员回复，外

国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来
华务工，须应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无犯
罪记录，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
或相适应的知识水平。所从事的工作符合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国内急需紧缺的
专业人员。法律法规对外国人来华工作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获准来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应凭劳动部
门签发的许可证书、被授权单位的通知签证
函电及本国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证件，
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处申请职业签证；用人
单位应在获得职业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后十
五日内，持有关材料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
该外国人办理《外国人就业证》。

已办理就业证的外国人，应在入境后三
十日内，持就业证到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居留
许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小区未水改谁来管？
网民报料：
一网民在咸宁论坛发帖反映，咸安区南

城一品·幸福里小区环境脏乱差，15栋1单元
的电梯脏兮兮无人打扫，而且小区一直没水
改，经常停水，有时一个月停几次，希望有关
部门调查核实后给予答复。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住建局，该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经调查，由于该小区由湖北
奥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
分三期开发，一期于2011年开工，一至三期
红线内的供水设施均由奥兴公司委托施工
单位建设，一期、二期供水设施使用前均未
组织竣工验收和分表到户。

鉴于南城一品供水管网已投入使用多
年的事实，目前奥兴房地产公司要求将供水
产权移交供水企业管理，两家企业分歧较
大，由于该问题属历史遗留问题，协调难度
较大，待达成共识后，市住建局将协商结果
第一时间反馈给该小区业主。该局排水处
工作人员于4月26日也将该情况与用户进
行说明，用户表示理解，并对处理过程表示
满意。若还有其他疑问可拨打市住建局排
水处电话8898008进行咨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