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龚波） 11 月 27 日，市城管执法局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
国抗疫先进事迹。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点学习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传达学
习全国、全省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湖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

法（试行）》《湖北省行政执法全过
程记录办法（试行）》《湖北省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等内
容，观看全国抗疫先进事迹报告
会。

对于下段工作，市城管执法局将
围绕“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
标、疫情防控、依法行政等部署安排，
还将持之以恒的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全会精神，真正做到吃透精髓、
把握实质，切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
想、指导实践，推动城市管理再上新
台阶。

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 向晋亚） 11月25日下午，市市场监
管局与中国农业银行仙桃分行签署“政银合作”战略协议，
探索政银合作新模式，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共同助推仙桃市
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次“政银合作”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企业登
记注册方面，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加强与银行各级网点的对
接，推进商事登记简单便捷，打通商事登记和金融服务最后一
公里，为市场主体设立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在信用监管方面，将携手推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实行
失信企业协同约束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建立政银联手的
失信惩戒和联动响应机制，打造良好企业信用环境。

在服务企业方面，将加强信息共享，联合助力小微企业
健康发展，推荐优质中小企业客户，以便农行仙桃分行在政
策允许的范围内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解决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

该局主要负责人指出，开展此次合作，既是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优化营商环境决
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促进疫
后经济重振的有力抓手，更是实
现银、政、企互信共赢的重要举
措，将使企业注册更便捷、信用
监管更有效、服务发展更精准。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祥） 为进一步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根据《关于开展农村
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近日，
剅河市场监管所多措并举加强流动厨师
监管，确保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

该所通过联合各村村委会，将辖区
范围内的流动厨师进行统一信息登记，
填写《流动厨师信息备案表》，了解农村
流动厨师的基本信息及从业情况，实行
动态建档监管。

同时，结合《食品安全法》《仙桃市农
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该所分

组多批次开展培训学习，培训人员深入
浅出的讲解了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及应
急处理方法等，并制作了配套试题进行
现场答题巩固，确保培训效果。

此外，该所执法人员邀请江汉医院
工作人员在多个村设点，为登记备案的
流动厨师集中办理健康证，要求持证方
可上岗，并将流动厨师的健康证在各村
部予以公示。

截至目前，该所对39个行政村的流动
厨师监管已基本覆盖，共填写《流动厨师信
息备案表》77份，食品安全承诺书77份。

剅河市场监管所

开展农村流动厨师健康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 许欢） 11月19日
晚，沔城市场监管所疫情防控专班对辖
区内各市场主体进行突击检查，对疫情
常态化防控落实情况进行再督导。

该所专班人员对辖区药店、集贸市
场、餐饮单位等重点场所进行了全面督
导，重点查看了各场所是否有专人负责
防控工作，长桌、测温仪、消毒剂、登记簿
等是否配备齐全，健康码是否在入口处
张贴，进入场所的人员是否佩戴好口罩

等情况，并现场检查扫码、测温等防疫措
施落实情况，督导检查中，该所督导相关
经营户要进一步尽好疫情防控义务，以
防疫情反扑。同时，专班人员指导有电
子显示屏的商户将相关防控标语进行滚
动播放。

此次突击检查，该所共检查市场主
体25户，其中场所布置和执行不规范的
市场主体5家，目前均已进行了整改和规
范。

本报讯（通讯员 李祥） 今年以来，
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药品安全工作，
遵循“四个最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采
取各种措施，压实药品监管责任链条，规
范药品市场秩序，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守
住了药品安全底线，全市药品抽检合格
率达到 98%，药品安全形势总体呈现稳
中向好的态势。

高位推进。我市将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纳入各地年度政绩目标责任制考核，
考核权重占2分。召开2020年全市食药
安委全会，部署药品安全集中专项整治
行动。市领导多次到药品企业和监管一
线调研指导工作。市政府将药品安全工
作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实施药品安
全战略。

健全机制。适应机构改革新形势
新任务，高规格调整市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修订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工
作规则》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使药
品安全责任成为硬性约束和刚性要
求。市政府印发《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各地
各部门开展应急演练 4 次，药品安全应
急体系不断完善。

严格考核。将药品安全纳入市委大

督查范畴，组织开展药品安全考核评议，
向各地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通报督查考
核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督促各地各部门及时堵漏洞、补短
板、强弱项，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保供应。疫情期间，为14家企业办
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和生产许可证，
办理隔离衣、医用帽等一类医疗器械产
品备案证144个，激发医用口罩产能。合
理控制药店开门营业数量，从344家药店
中选择88家开门保供。

保秩序。安排执法人员在全市88家
药店驻点监管，设立体温测量岗，对进出
人员坚持体温必查，要求口罩必戴，保持
人员间距，疏散人员聚集，预防传染风
险。

保安全。强化药店安全监管，督促
药店执行“亮码入店”规定，疫情期间共
摸排发热病人 35 例，对感冒退热止咳 3
类实行实名登记销售管理，为疫情研判
和开展流调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保物价。约谈全市4家连锁医药公
司不得哄抬物价。每天对口罩、额温枪、
消毒酒精等防疫必需品价格情况进行监
测，对24家价格违法单位进行立案查处。

保质量。严把医用防疫物资市场准

入关、企业监督关、产品质量关，组织专
班力量深入村居摸排制售口罩小作坊
547家，按照分类处置原则，取缔关停345
家、整顿提升 141 家、引导规范办证 49
家。立案查处各类防疫用品违法案件
170件，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4件，查扣打
片机和点焊机等设备450台（套），扣押问
题熔喷布1600公斤、问题口罩近5000万
只。

全市有227家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
营许可证》将于年底到期，为做好换发工
作，我局制定《全市2020年度药品零售企
业<药品经营许可证>换证工作方案》,要
求换证药店必须配备1名在职在岗执业
药师且经营面积不得低于上次认证标准；
新开办药店经营面积城区不少于100平
方米，乡镇不少于70平方米，原则上需配
备2名执业药师。为解决执业药师短缺
问题，同时规范前期远程审方行为，我局
还制定了《仙桃市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执业
药师远程审方指导意见（试行）》，对换证
企业逐一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合格后再审
批发证。截至目前，已完成125家药品零
售企业（单体）换发工作,8家新开办药品
零售企业、2家药品零售企业变更经营地
址等核发工作。

严格日常监管。将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推荐药品、国家集中采购和使用中选
品种、国家基本药物、疫苗、特殊药品、中
药饮片、冷藏冷冻药品、计划生育用药等
药列为检查的重点品种，将非法采购、非
法销售处方药、非法销售含特复方制剂、
非法储存药品、非法经营限禁药品等作
为检查的重点内容，按照疫苗每季度检
查不少于1次，药品零售企业、医疗机构
每半年不少于1次对市内药品经营使用
单位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共检查涉药单
位 1200 多家次，发现整改风险隐患 115
处。

开展专项整治。相继开展中药饮
片、第二类精神药品、药品网络销售违法
违规、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等专项整
治行动，下达限期整改100家次，立案16
起，结案 15 起，严惩了一批违法违规行
为。

推进监检结合。分别制定药品、医
疗器械、划转品监督抽检计划，目前已完
成药品抽检 171 批次（含 15 批次中药饮
片）、医疗器械抽检 8 批次、化妆品抽检
19 批次抽检任务，对 8 批次不合格品种
来源、去向认真调查核实、跟踪立案查
处，拓展有效案5件。

市市场监管局

严把“四道关口”保障药品安全
现行《药品管理法》明文规定禁止生产、销

售假药、劣药，并明确规定了假药、按假药论
处、劣药、按劣药论处的四种具体情形，《刑法》
当中也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作出了明确的刑
事处罚规定，这些规定对严厉打击生产、销售
假药劣药行为，保证药品质量，保障公众的用
药权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的

《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范围的界定过于宽
泛，这里面当中既有根据药品质量界定的假药
劣药，也有未经审批生产的药品按假药劣药论
处的情形，这种宽泛的规定，不利于精准惩治、
精准打击。

按照建立科学严格的药品监管制度的要
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药监局多次组
织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证，同时也深
入监管一线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国际、国内各方
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论证，决定作出调
整，这种调整主要是按照药品功效重新界定假
药的范围。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将假药、劣药、按假药论处、按劣药
论处两类四种违法行为，调整为假药、劣药两
种违法行为，不再保留按假药论处和按劣药论
处的概念。

第二，精准界定假药。现行的《药品管理
法》假药有两种定义，还有六种按假药论处，将
八种情形调整为四种情形，那就是：药品所含
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以非药
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变
质的药品，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
超出规定范围。

第三，科学界定劣药。调整后的劣药包
括：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被污染的药品，
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的药品，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
的药品，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擅自添加防腐剂和辅料的药
品，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七种情形。

第四，对原按假药论处、按劣药论处当中的部分内容，
单独作出规定，明确禁止生产、禁止销售使用这些药品。而
且对其处罚也不低于假药，这种情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
面：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必须批准而未经
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
使用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原料药生产的药品；使用未经
批准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生产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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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15 时，在彭场大道旁
的绿化带内，3名环卫工人手拿着火
钳和垃圾桶，捡拾着里面的白色垃
圾。一旁 3 人骑着的电动保洁车厢
内，也装满了各类垃圾，这是他们刚
从挖沟村一河坡处清理的。

洁达公司彭场项目部负责彭场
镇51个村居、2个渔场、1个新工业园
和 2 个集镇的保洁，全镇分为 7 个片
区，共有环卫工人337人。配有侧挂
车10台、小挂壁车3台、摆臂车4台、
洒水车3台和管理车1台。

项目部经理周爱云介绍，今年彭
场镇外来务工人员增多，不少外出务
工的本地人也留守在彭场。小吃摊、
商店随之多了起来，一起增长的还有
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和大
型杂物，保洁人员的工作量也随之增
加。

“每天早上5时半开始保洁，有的
环卫工人4时多就起床了。”周爱云说，
从这个时候至7时30分，她会组织全体
环卫工人对各自分管的片区集中清
扫，将前一晚夜市产生的生活垃圾和

垃圾桶、摆臂箱内堆放的各类垃圾及
时转运，然后和城区生活垃圾对接车
联系好，将中转站压缩好的存量垃圾
拖回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

“清不完，运不尽。”今年陡增不
降的各类垃圾给周爱云和同事们增
加了不少压力。当日随着周爱云的
巡查，记者在各摆臂箱投放点看到，
几乎每个摆臂箱都堆满了无纺布边
角料等废弃物，其中一个摆臂箱附近

还堆放着废旧沙发等杂物。
“新增的建筑垃圾和大型杂物也

比较多。”周爱云说，和城区不同，乡
镇没有专门处理大型杂物的车辆和
设备，每次遇到沙发等大件杂物后，
他们都会拖回中转站，用斧子、砍刀
分解后，统一处理。遇到建筑垃圾，
也只能清理后再行处理。

不久前的一个雨天，周爱云在巡
查过程中，发现彭场大道某加油站附

近，堆满了被丢弃的办公桌椅、沙发，
她调来 9 名环卫工人和 2 台摆臂车，
花了1个多小时才清理结束。

除了这些杂物，今年让周爱云最
头疼的还是无纺布边角料。每日大
清扫过后，他们的工作依旧不能停
歇。各个责任片上的保洁员不间断
巡查，不间断的清扫和转运。就连周
爱云的管理车也会当作中转车用，及
时转运各类垃圾。

55 岁的胡进洪是镇区一片仙彭
路组长。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丢
的比清理的还快，只有及时转运保
洁，才能给彭场居民营造良好的环
境！”

目前，针对增长的垃圾量，洁达
公司彭场项目部采取了应对措施：通
过加大巡查和转运力度，及时转运垃
圾；通过与城区转运车辆的及时对
接，保证垃圾日产日清；定期开展拉
网式“大清扫”行动，在平时保洁基础
上，将背街小巷、绿化带中的垃圾进
一步清捡，确保居民生活环境整洁干
净。

洁达公司彭场项目部

及时清转垃圾 确保环境整洁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谢伯康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11
月27日，在尹台生活垃圾中转站，
随着一阵“嗡嗡嗡”的响声，压缩机
上方带有双翼、串着多个喷头的设
备立即喷射水雾，下方生活垃圾传
来的异味瞬间减少。

喷射水雾的是市环卫局今年
10 月引进来的空气净化、喷淋除
臭两套设施，用来解决垃圾中转站
空气污染问题。除臭设备由两部
分组成。一是在垃圾装料斗和站
内周边区域，安装有喷雾系统，喷
洒药剂为微生物除臭液，直接喷到
臭源物上，降解臭气和降低扬尘，
消毒杀菌。二是安装气流搅拌式
内循环吊装、壁挂设备，经过循环
系统后，净化氧化和分解站内外废
气臭气。

“经过这段时间的投入使用，
运行效果不错。”市环卫局公厕办
垃圾中转站负责人胡利红介绍，垃
圾中转站是城区垃圾转运的枢纽，
也是各社区居民生活垃圾的集中
点。因此，中转站往往设置在公

园、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点附近，
做好消毒杀菌、清洁除臭工作尤为
重要。

设备投入使用后，中转站每隔
两个小时就全面消杀一次。目前，
城区24个垃圾中转站，每日早上5
时起，随着压缩机的运转，操作员
会合理利用运作间隙，不漏一处地
做好机器、场地的消杀工作。中转
站外围，少量垃圾不可避免地掉
落，中转站工作人员则拿起扫帚及
时清理，恢复地面干净。随后，背
起消毒箱对地面、墙面、机器外围
进行全面消杀。

“结合空气净化、喷淋除臭设
备，再加上人工消杀，现在中转站
的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胡利
红说，城区18个压缩站点，预计于
12 月中下旬全部安装完毕，部分
安装完成的已投入使用。接下来，
他们将严格实行垃圾不落地工程，
做到垃圾入箱、入桶、入站，希望能
够为全市居民提供环境整洁、空气
清新的居住环境。

城区垃圾中转站引进新技术

既能“杀菌”又能“吸臭”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11
月 26 日，市城管执法局直属大队
组织 10 名执法人员和施工人员，
对沔阳大道 53 号背街小巷违规
店招广告整改拆除。

此处背街小巷宽约 4 米，巷
内有 1 家幼儿园和多家培训中
心，狭窄的巷口违规安装了 5 处
店招广告，其中某培训中心还跨
巷安装了 1 处，巷道两边的老式

居民墙体单薄，高悬头顶的店招
广告给接送孩子的家长带来安全
隐患。

为排除安全隐患，提升市容
形象，直属大队向违规安装店招
广告的培训机构和幼儿园下达了
限期整改通知书。至11月26日，
对方逾期未整改，直属大队对该
处违规的店招广告一一予以拆
除。

市城管执法局

拆除违规广告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