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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农村地区“禁售发热类药品”通知被个别药店当“摆设”？

两药店违规销售退烧药被关停
有药店销售发热类药品未进行登记
随后，
记者又随机来到位于新郑
市龙湖镇的两家药店走访。
记者刚走进张仲景大药房（祥云
路店），
工作人员便指导记者先扫码，
并索要身份证、社保卡、驾驶证等任
意一样可以证明消费者身份的证件
进行登记。
“ 不管买什么药都需要登
记。
”该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药店的架子上，
记者同样找到
了不少治疗发热感冒等症状的药品，
登记后顺利买到一盒莲花清瘟胶囊。
在益佳康大药房（文昌北路店），
记者同样顺利买到了莲花清瘟胶囊

河西袁村铭心堂大药房收银处张贴的“提示”

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郑州农村地区药品
零售企业禁止销售治疗发热类药品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称，从 1 月 20 日起，郑州农村地区药品零售企业禁止销售治疗发
热类药品。1 月 21 日，记者对此进行走访调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周兰/文图

及小柴胡颗粒，
但并未为记者提供购
物小票。整个过程中，
该药店负责人
不仅没有提及
“禁止销售发热类药品”
一事，
也没有登记记者的相关信息。
据悉，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郑
州市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治疗发热类
药品监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全市
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治疗发热类药
品，必须对购买顾客实行实名登记，
登记内容包括购买人的姓名、身份证
号、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体温检测、
所售药品名称、生产厂家、销售数量、
批号等。

新郑市相关部门拟发热药品目录，
供药店作参考
到底哪些是《通知》中所禁止销
售的治疗发热类药品呢？记者向新
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解情况，
该
部门药械化科负责人表示，
《通知》中
并没有明确。
“我们参考了其他地方公布的治
疗发热类药品目录，大概有 170 个品
种。当然这只是个参考，
还是要以药

品的功能主治为准，
治疗发热类的药
品农村地区药店不能销售。”药械化
科负责人坦言。
在药店提供的一份
“常用治疗发
热类药品目录”
中，
记者看到，
小柴胡
颗粒、小儿感冒颗粒、清热止咳颗粒、
感冒清热软胶囊、感冒退热颗粒、布
洛芬颗粒等药品均在其中。

药店门口贴的“禁售发热类药品”成了摆设？

未按照要求严格落实，两家药店被关停

21 日下午，记者随机来到管城
回族区河西袁村进行走访。
在一家铭心堂大药房内，记者
看到该药店一侧的架子上，依旧摆
放着莲花清瘟胶囊、小儿感冒颗粒、
双黄连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抗
病毒口服液等药品，
其中，莲花清瘟
胶囊药品盒子上标注着“用于治疗
流行性感冒属热毒袭肺证，症见：
发
热或高热、恶寒等”
字样。
此时，一位消费者拿着一盒莲
花清瘟胶囊、一盒小儿感冒颗粒到
收银台付账，该药店负责人看了看

《通知》提到，
凡发现辖区农村地
区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治疗发热类药
品的，先期一律采取关闭经营场所应
急措施，
并报市局药化流通监管处；
对
不落实的企业，
市局会将其列为失信
名单和重点飞检对象，
属于连锁门店
的，
将对其连锁总部进行行政约谈。
1 月 22 日，记者将走访情况反
映到药店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
龙湖镇市场监管所负责人表示，
龙湖镇比较特殊，一部分是农村地
区，
一部分是社区，
属城市管理。
据介绍，张仲景大药房（祥云路
店）与益佳康大药房（文昌北路店）均
属于沙窝李社区，
在严格落实实名登
记制度下可以销售发热类药品。

药品，说“这些是发热类药品，现在
不让卖了”，但还是给消费者结了
账，并让消费者自行登记姓名、身份
证号、住址、电话号码这几项信息。
记者留意到，消费者登记信息
后，药店负责人并未及时查看。
记者在该药店收银处看到，柜
台前贴着两张 A4 纸，其中一张纸
上写着“发热类药品禁售”几个字，
另一张纸上为
“提示”
，告知消费者，
“按照市局要求，
购买退烧药品要登
记”
，其中，
最后一句写道
“请如实登
记，否则不予购买”
。

对于记者所反映的
“益佳康大药
房（文昌北路店）销售发热类药品未
进行实名登记”一事，龙湖镇市场监
管所负责人表示，
已对益佳康大药房
（文昌北路店）采取关停措施，
并上报
郑州市局，
列为
“重点飞行检查”
监管
对象。
此外，
记者也向管城区市场监管
部门反映了
“河西袁村铭心堂大药房
未按照规定停止销售发热类药品”
一
事，该部门工作人员称，19 日晚收到
通知后就已经通知下去了。
“ 对于您
反映的情况我们落实后向您反馈。”
发稿前，管城区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责令其关
门整改。

荥阳市供电公司：
民生频道播报 配网工程获赞
1 月 19 日晚 7 时，
河南电视台民生
这番变化是荥阳市供电公司致力于农网
没。为保证工程质量，全力打造精品
大参考节目播出了题为《电网在升级 安
改造升级，
惠及民生的一个缩影。
工程，荥阳市供电公司严格执行工程
全有保证》的报道。
“现在俺家的电脑、
2020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3 日，
例会制度，及时商讨研判工程实施中
空调、
冰箱各种家电能同时打开了，
都能
荥阳市供电公司对该村进行了“整村
存在的问题；
组建安全质量巡视组，
加
带起来了。
”
荥阳市城关乡竹叶河村村民
推进”式的电网升级改造。从以前的
强对现场管理的日常巡视，建立工程
兰向峰向民生大参考栏目记者介绍道。 “电压不稳，
高峰期电磁炉带不动要用
微信管理群，及时反馈进度及存在隐
记者在竹叶河村走访，
注意到墙面上空
煤火烧饭”，到现在“极寒天气下，空
患；建设工厂化预装车间，初步实现
调线路、电线、网线有序分离，并行不
调、电暖气，
包括大功率小加工器械可 “标准化、量产化、规模化”；
打造
“练兵
悖，
并做到离墙安装保障用电安全……
以同时运转”，配网改造工程功不可
场”，建设样板工程，实现以点带面快

速复制效果；
发扬电网铁军使命担当，
设立党员突击队，
集中破解基建难题，
确保工程按计划顺利投产。
据悉，此次荥阳市供电公司竹叶
河村配网建设项目，在省公司配电网
“千乡万村”
高质量建设劳动竞赛中成
绩优秀，获得了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2020 年配网高质量建设优秀项目（示
范村）荣誉称号。①
王莹 李豪

打造无毒校园！郑州中小学禁毒副校长进行法制培训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刘继忠
见习记者 刘小玉 通讯员 苗华辉
为打造平安校园、无毒校园，切实
加强校园毒品预防教育师资和宣教力
量的建设,全面提升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禁毒
宣传教育工作“百千万”计划工作要
求，近期，禁毒大队邀请郑州市禁毒
委、禁毒支队以及二七禁毒办、教育
局，联合为二七区高中、初中、小学禁
毒副校长进行了法制培训，市禁毒委

秘书长李智平，
二七教育局副书记、副
局长张俊航，
禁毒支队韩敏利，
二七禁
毒大队苗华辉，各中小学校长，共 120
多名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
在二七区教体局大会议室，郑州
市禁毒办韩敏利大队长着重讲解了当
前禁毒形势和政策，
解析毒品的危害、
涉毒的原因及预防；张威博士主要讲
解了吸毒成瘾的原因、成瘾机理及如
何防控和戒毒。
培训会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分析郑

州市的毒情形势及青少年毒情调查情
况，
宣读禁毒责任追究制度、现场展示
模拟毒品等授课形式，
向各中小学校禁
毒法制副校长全面、系统、科学地宣传
禁毒相关知识，
使参加培训的校长深感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重大现实
意义，进一步增强了对开展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七教体局党委副书记张俊航表
示，
以前各单位进行禁毒宣传工作，
只
知道需要禁毒，
通过此次培训，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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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禁毒、如何禁毒，
也为以后更好
地做好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悉，
二七区禁毒大队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禁毒宣
传教育，最大限度遏制吸毒人员滋生
蔓延，
按照市禁毒办、市禁毒支队的要
求，主动开展工作。充分利用“6·26
国际禁毒日”
重要节点，
组织开展专题
普法活动，向青少年宣传毒品危害防
护知识，
共同守护学校这块净土，
为二
七区撑起一片蓝天而努力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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