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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李来胜
···

自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

证”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县紧紧

围绕有效遏制“挂证”行为，保障公

众用药安全目标，通过自查自纠、

检查指导、堵疏结合，进一步提升

执业药师在岗履职和诚信上岗行

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根据工作部署，我县进行广泛

宣传和引导，第一时间将上级文件

精神传达到每家药品经营企业。

经过反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

绝大多数的药品零售企业都能认

识到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各

药品经营企业在国家大政策背景

下，纷纷行动起来，对照文件整改

完善提高。

为了彻底掌握全县的执业药

师在职在岗情况，充分相信药品零

售企业负责人自觉性，鼓励其开展

自查自纠，实事求是的上报驻店药

师基本情况。通过上报情况看，全

县96家药品零售企业上报的执业

药师、从业药师、药师情况与监管

部门日常监督管理中掌握的情况

基本相符，这体现了药品零售企业

负责人有较高的法律意识、药学素

养和工作态度。

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

证”整治期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入各药品零售企业实地了解情

况，积极为药品零售企业提供政策

信息和执业药师信息。了解到有

9家药品零售企业在此期间聘请

到了执业药师，达到执业药师配备

的基本要求。针对有10家在乡镇

药品零售企业因为地域、资源等因

素没有达到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

的要求，则召开约谈推进会，明确

配备1名执业药师是法律法规规

定的最低底线。同时充分给予整

改期限，对规定期限内整改不能到

位的，允许当事人提出暂停经营或

改为乙类非处方药。暂停经营或

改为乙类非处方药的在执业药师

配备到位后，可以第一时间恢复经

营或增加经营范围。

我县整治执业药师“挂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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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降雨来袭时，临岐镇“巾帼与

爱”志愿服务队的10余名志愿者冒雨

走进夏中村，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清

洁乡村检查、来料加工走访等一系列志

愿服务，用实际行动献礼祖国70华诞。

在夏中村服务大厅，村中老人得知

“巾帼与爱”志愿服务队要来，一个个早

早赶到坐着排好队。志愿者们也是丝

毫不拖拉，一下车就拿上脸盆、毛巾、理

发工具等物品，围上围裙马上进入工作

状态，分工洗头的洗头、剃须的剃须，理

发的理发，洗剪吹一字排开，分工有序，

不到一个小时，理发后的老人个个春风

满面、神清气爽。

放下洗剪吹工具，志愿者们又拿起

拉钩，开始清洁乡村检查。看一看这户

的接户井有没有定时清理，查一查那户

的垃圾分类是否正确，窨井是否通畅、

污水终端运行如何等。志愿服务中的5

位民间河长还冒雨巡河，发现廊桥底部

杂物堵塞，便及时清理，确保水流通

畅。志愿服务队副队长方红霞还趁着

老年食堂开饭前的时间，简单明了和老

人家说一说农村垃圾如何分类，希望老

人们回家自觉分类垃圾，共同维护村庄

环境卫生。

今年72岁的童银秋，去年开始从

事来料加工，是临岐镇所有来料加工经

纪人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志愿者走访

时了解到由于女儿出嫁在高峰村做来

料加工经纪人，童银秋看着身边很多和

自己一样岁数大的老人或者在家照顾

老人、小孩的留守妇女，就请女儿帮忙

供货，租了村委楼的两间房开始做来料

加工，尽管每天赚的不多，但能自给自

足就很开心。

方红霞说，童银秋做事还很认真，

加工人员的拿货情况、完成情况、工资

情况等都在账本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通过走访不仅可以向经纪人宣传县、镇

两级的来料加工扶持政策，同时还能答

疑解惑，做到精准服务。此外，志愿服

务队还结合禁毒宣传月进行平安家庭

宣传，结合村庄环境整治宣传美丽庭院

创建工作等。这次活动，根据志愿汇

APP统计，共服务38.5时数。

临岐镇志愿服务队

巾帼不让须眉 雨中传递温情

日前，县一医院医共体梓桐分院中
医馆正式开馆。当天还举办了健康义
诊活动，为闻讯而来的梓桐百姓免费进
行了健康咨询和诊疗。目前，该中医馆
已购置熏蒸仪、中频治疗仪、理疗仪等
设备，能够对慢性病、关节病、劳损等常
见疾病开展中医中药、熏蒸、中频治疗、
拔罐、针灸等治疗，为众多患者缓解病
痛，改善生活质量，增进健康福祉。

记者 义永华 通讯员 李维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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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县二医院医共体举办“为祖国喝彩，

为医院添光”主题演讲比赛，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为党旗

增辉，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县二院主题演讲
喝彩祖国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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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生产技能，近日，县

工贸公司投资发展部、泰鼎房地产公司、淳六味公司

在临岐中药材仓储加工（一期）项目基地开展了一场

企业间的消防安全技能大比武。

县工贸公司投资的临岐中药材仓储加工（一期）

项目基地集科技种植、仓储加工、产品研发、产业发

展、农旅结合于一体，消防安全尤为重要。此次技能

大比武活动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技能比武“三部

曲”，除特邀监理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及消防知识培训

外，现场还就五牌一图、安全警示标语、施工人员安全

帽佩戴、施工用电、材料堆放、脚手架搭设、安全防护

网、塔吊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下一步，县工贸公司将通过演练、检查等多种形

式确保临岐中药材仓储加工（一期）项目的顺利推

进。

技能比武展风采
安全观念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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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鸠坑乡残联联合乡卫生院在中心小学进

行爱眼健康讲座。

为了呼吁大家健康用眼、预防常见的眼睛疾病，

鸠坑乡为学生们开展了一场爱眼知识预防讲座。专

家将护眼知识与日常眼睛保护知识相结合，深入浅

出地为学生们讲解了眼睛的生理组织、常见的眼科

疾病的形成、平时如何保护眼睛、如何保持良好的用

眼习惯及养成较好的用眼卫生等相关知识。

讲座结束后，专家还就学生们提出的关于近视

眼、青光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又进行了保护

眼睛方面设置有奖问答形式和闭眼给熊猫贴鼻互

动，活动为学生们普及了爱眼护眼的知识，增强爱眼

护眼的意识，使孩子们远离近视眼，成为健康成才的

一代新人。

爱眼知识进课堂
让孩子远离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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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雨水较多，为防止雨天安全事故发

生，西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网组片分组对辖

区内的危旧房、地质灾害点进行全面巡查。

西园社区是老小区，辖区内的很多边坡、

高塝都存有隐患。社区将在巡查中发现的地

质灾害点、高塝危险点做了警示标志，且每个

灾害点都安排巡查员监视，时刻关注雨季、汛

期等重要时期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

间报告处理。

西园社区
汛期巡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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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全国第十八个“安

全生产月”，为进一步加大安全生

产宣教工作力度，日前，县地方海

事处积极参与以“防风险、除隐患、

遏事故”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千

岛湖广场咨询日活动。

当天，工作人员提前一个小时

到达广场，将《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读本》、《水上交通安全宣传册》和

《水上交通安全之货运安全知识读

本》等宣传资料摆放在展台上，将

宣传展板放置展台前侧，将高压清

洗机、应急探照灯、救生衣、防护

服、救生绳索、潜水救生设备等水

上应急搜救设备依次整齐排列，随

时迎接市民的咨询。

在活动中，工作人员积极向广

大市民散发宣传资料，以进一步宣

传安全乘船注意事项、救生设备使

用等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同时，耐

心接受市民的咨询，向市民详细介

绍了夏季防溺水“六个不”、落水自

救及正确施救溺水者方面的基本

常识，讲解了应急搜救设备的作

用、运作原理和操作说明。

县地方海事处在“安全生产

月”广场咨询日活动中，共展示水

上安全宣传展板6块，设备12件，

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110余份，得

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进一步

宣传了水上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

高了广大市民的水上交通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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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一医院医共体县一医院医共体
梓桐分院中医馆开馆梓桐分院中医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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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县建筑协会党总支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庆“七一”系列活

动，以特殊的方式迎接中国共产

党98岁生日。

在枫树岭镇下姜村，访习近

平总书记的足迹，近身聆听习近

平总书记的声音，全体建筑党员

深刻感受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践

行总书记在下姜村提出的“四种

人”精神。

走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

馆，参观学习先遣队北上抗日的

艰苦历程，感受当年的铁血军魂，

大家在回顾历史的进程中收获满

满。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看着先

辈遗留下来的每一件器物、每一

幅照片，仿佛回到了七十多年前，

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志士为

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坚持

抗战、团结、进步，不顾个人安危，

不怕流血牺牲的激荡革命岁月。

县建筑协会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上接第1版）大家居住的竹

屋阴暗潮湿，住得久了，床底下会

蹿出毛笋，鞋子搁地上会长出蘑

菇。为了确保工程进度，工地实

行三班倒，发电站员工吃、住几乎

都在工地上解决。

施工环境的恶劣没有吓住建

设者，但贫乏的施工资源和糟糕

的交通倒是常常困扰着建设者，

特别是在1959年上半年，因对火

山灰水泥使用把关不严，一处坝

段发生混凝土质量事故；连续降

雨，洪水冲击施工中的围堰及坝

段；左岸坝头突然塌方，20多万立

方米碎石填满了施工中的左岸基

坑。“看着无数个日夜的劳动成果

被毁，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有人

心里多少有些担忧。”项传发说，

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一下暗淡了

不少。

不能放弃！工程党委会同技

术专家赶赴省里，向省委领导递

交了一份“情况报告”。4月9日，

周恩来总理亲临工地视察，并写

下了激动人心的题词：为我国第

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

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这大大鼓舞了建设者们的斗志。

1960 年 4 月 22 日，第一台

7.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正式投

产发电；1965年整个工程胜利竣

工，新安江水电站成为我国第一

座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和自制设

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

“如今，千岛湖配供水工程正

在加紧推进。一湖碧水即将展现

更为蓬勃之生机。”项传发说，新

安江水电站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

贵的财富，它的故事将一直延续。

一湖碧水 千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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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岗位大练兵训练工作，近日，千岛湖

消防中队组织全体队员开展枪炮协同灭火操法训

练。训练中，队员们勇往直前，以积极向上的态度、

勇于拼搏的精神，加深消防官兵对操法训练的认识，

加强队员之间团结协作意识和作战能力，为今后更

好的完成各项灭火救援任务奠定基础，进一步推动

“平安千岛湖”建设。

消防中队强训练
守护平安千岛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