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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到药店购买处方
药，应该提供医生出具的处方。但
是，网友“墙角”近日通过宁波民
生 e点通问政平台反映，他最近在
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从药店中购买到
了抗生素“头孢克肟胶囊”。而在
一些网店中，审核程序则更是形同
虚设。

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进行暗
访调查。

线下门店总体情况良好
但个别药店有违规之举

记者首先以消费者的身份走访
了市区 7家药店，提出购买处方药

“头孢”的需求。结果，在走访的
7 家药店中，有 6 家让记者吃了

“闭门羹”。
在四明大药房 （新晨店）、海

王星辰 （大沙泥店）、彩虹大药房
（飞鸿连锁店）、彩虹大药房 （彩北
连锁店）、开心大药房 （民安店）
以及民安路上的海兴药房，药店的
销售人员果断拒绝了记者购买“头
孢”要求。销售人员说，因为“头
孢”属于处方药，没有医生开的处
方就不能购买。在走访的这些药店
中，记者看到，处方药放置在封闭
的药柜中，药柜上贴有或挂有“处
方药”的提醒标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民安路
上的民安大药房，记者却成功地买
到了一盒名为“头孢克肟分散片”
的处方药。

一开始，该药店销售人员同样
告诉记者，买“头孢”需要出示处
方。但马上，这位销售人员就松了
口：“你自己吃是吧？以前吃过
吗？会不会过敏？”

“经常吃的，不会过敏。”在得
到肯定的答复后，销售人员转身拿
出了一盒“头孢克肟分散片”递了
过来。

记者发现，这盒“头孢克圬分
散片”并没有和其他处方药一样放
在封闭的药橱中，而是放在一个没
有贴任何标签的桌子的抽屉里。并
且，这次交易没有经过扫码、出票
的流程。

网上药店4家有3家违规
正确服药还靠各位亲自律

线下情况如此，那网上购买处
方药是否如网友所说的如此“便
利”呢？记者通过淘宝随机选择了
4家实名认证药店购买头孢类处方
药，结果，成功地从 3家药店中买
到了药。

第一家是广州的“恒金堂大药
房旗舰店”。记者提交了购买“头
孢克洛分散片”的请求后，需要填
写购买者的手机号，同时还可以上
传处方的照片。不过上传处方照片
不是必填的，可直接跳过并提交申
请。申请后 10 分钟，记者收到了
药房的信息：“你下的订单是抗生
素，按照药监局的规定是需要上传
处方才能审核通过才能发货的，如

你有处方麻烦拍照发过来，没有的
话麻烦取消订单。”

可是，之后的 3家网上药店就
没有那么“严格审核”了。

第二家是位于温州的“叶同仁
大药房旗舰店”。同第一家一样，
记者在没有提交处方的情况下申请
购买处方药“头孢拉定胶囊”。申
请发出几分钟后，记者接到了药店
工作人员的电话。电话中，工作人
员询问了记者是否吃过，是否会过
敏，并且强调如果产生不良影响由
自己承担结果。记者就这样轻松地
通过了审核。

第三家是位于上海的“国大药
房”，这次的情况与第二家差不
多。申请提交后的第二天，记者接
到了药店的电话。这个电话只是核

实了收货地址，没有要求提供处
方。

最后一家是位于武汉的“璟泓
万方堂大药房旗舰店”。这次，药
店没有任何的短信、电话的审核程
序，就直接发货了。

处方药不可以随意出售
遇到违规药店必须举报

记者了解到，处方药 （RX）
对于非处方药 （OTC） 来说，安
全范围小、有一定危险性，所以市
民网友在购买服用的时候一定要

“遵医嘱”。比如，滥用抗生素，不
仅会使人们产生耐药性，还会造成
过敏体质等不良影响。滥用安眠
药、激素等处方药易引发内分泌系
统紊乱，必须慎重使用。正是因为
如此，国家对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实
行严格的分类管理。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4 年发布的 《关于加强流通领
域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工作
的通知》 规定，“对已经明确必须
凭处方销售的药品，要严格执行凭
医师处方销售；对目前尚未明确必
须凭医师处方销售的“双轨制”处
方药，应该向顾客索要医师处方，
凭医师处方销售。不能出具医师处
方的，必须经过执业药师或从业药
师充分咨询，问明既往用药情况，
并做好详细记录后销售。”

宁波市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市
民如果在生活中发现有药品经营商
未凭医师处方销售必须凭处方销售
药品的情况，应该直接向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举报。

（傅钟中 钟海雄）

不用处方竟也能买到处方药
随便服药很危险 类似违规请举报

部门回复精选

问效周报

3 月 10 日至 16 日，中国宁
波网民生 e点通共接到网友留言
726 个。其中，639 个已由平台
发布，并被相关部门受理。您可
登 录 中 国 宁 波 网 民 生 e 点 通

（www.nb8185.com） 的“部门值
守”栏目查看部门回复结果。

上周帖文处理情况如下：
1、受理网友帖文数：3 月

10 日至 16 日，前十部门[区县
(市)]依次为：鄞州区、海曙区、
市公安局、江北区、市教育局、
奉化区、市交通委、市人社局、
市住建委、宁波高新区管委会。

2、帖文受理和回复工作综
合得分：3 月 3 日 17 时到 3 月 10
日 17 时的帖文，综合受理得分
前十的部门[区县(市)]依次为：
鄞州区、海曙区、市公安局、江
北区、奉化区、市教育局、镇海
区、市住建委、宁波高新区管委

会、市规划局。
上周平台点击量为 9057611 人

次。

相关链接

《宁波市网络民生服务工作监
督考核实施办法》 规定：工作日
内，值守部门网上发言人会在 24
小时内受理网友帖文 （遇节假日顺
延）； 5 个 工 作 日 内 （含） 回 复

（疑难问题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延
迟）。

根据这一规定，宁波市网络民
生服务平台——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问政平台实行三色“亮灯”制
度：3 个工作日内 （含） 给予回
复 ， 标 注 绿 灯 ； 5 个 工 作 日 内

（含） 回复，标注黄灯；超过 5 个
工作日未回复的，标注红灯。

（张枫）

3月10日至16日
639个网友帖文被部门受理

沧桑的木门，斑驳的外墙，年
代久远的石板……不同于繁华而
喧闹的市中心，永寿街古街旧巷
的韵味在时光里静静沉淀着。可
是，这份美好的沉淀却被掺上了
不和谐的脏与乱。

去年12月5日，宁波市文明创
建市民巡访员“秋水含烟”发帖投
诉，古朴美丽的永寿街生活垃圾遍
地，无证摊贩占道，自行车、电瓶车
胡乱停放，墙上涂着各种不雅“告
示”，让人感受到一种没落和凄凉。

可时隔 3 个月，这一状况有
了喜人的改变。“秋水含烟”再次
发帖称：在海曙区相关管理部门
的努力下，永寿街的环境卫生大
有起色，原本随处可见的垃圾基
本没有了，电瓶车、自行车紧靠路

边有序停放，小摊小贩不见了踪影，
居家门前物品整齐摆放，而墙上的
乱涂乱画也已清除。古朴的老街再
一次焕发新的活力。

3月15日，记者探访永寿街，切
身感受了“秋水含烟”的这份惊喜。海
曙区鼓楼街道文昌社区周书记说，巡
访员提出这些不文明现象后，社区尝
试多种方法对古街的居民进行了引
导，尤其是社区的两支文明劝导队，3
个多月来，坚持每天到永寿街“走一
走”，上报不文明现象，而街道城管中
队更是发现问题便及时处理。

周书记表示，为展现这一历史
街区的独特魅力，社区还准备开展
墙体彩绘，并举办相应的文化活动
和讲座，让居民们更好地了解并爱
护这条老街。 （仇龙杰）

文明劝导坚持不懈
永寿老街重焕新的活力

记者帮您跑现场

宁波网络民生服务平台——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开通两年多来，
已汇集了近9万条网友诉求和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部门回复。

这些诉求也许很“鸡毛蒜皮”，这些回复也许很细碎平凡，但
正是这不起眼的一点一滴，体现着市民朋友对这座城市的牵挂与热
爱，展示着职能部门小事亦民生的态度与情怀，累积着宁波文明的
进步与美好。

民生无小事。这些“小事”是构成宁波“大事”的“细胞”。小
“细胞”健康了，相信我们的大“肌体”一定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美丽宁波，一起建设。您如有心里话要说，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的

“网络问政”：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
2、搜索“nb81850”或直接扫描下面二维

码，关注“宁波e点通”后直接编辑发送；
3、拨打热线电话81850000。

宁波网约车监管
目前是如何实施的

网友“注册怕麻烦”：从 3
月 1日开始，无营运证的网约车
不能再接客了。请问相关监管工
作是如何落实的？

市交通委：从 3 月 1 日 开
始，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加大对非法营运等各种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严
肃查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果未取得上岗证开网约车的，
司机将面临 1 万元至 3 万元的罚
款，同时平台将承担主体责任，
面临处罚。

P2P公司提供的抵押
如果无效是否涉嫌诈骗

网友“nbmsg”：走进一家
P2P公司，证照齐全。先问其风
控管理制度，他们说是用京沪房
产作抵押，抵押给你的房子能在
他们公司的电脑上看到。请问如
果融资方到期还不出钱，被政府
定性非吸，那这个房子抵押还有
效吗？如果无效，P2P公司是否
涉嫌诈骗？

市司法局：首先房产抵押应
当看产权证上有无抵押登记，其
次房产所在地房管所查询房产是
否真实存在，有无抵押，谁是抵
押人。如果该房产抵押是真实
的，则不存在诈骗，不构成犯
罪。只有在其提供了虚假的抵押
信息，虚构事实才构成集资诈
骗。以上为值班律师回复，仅供
参考。

车棚白蚁灭治
这样收费是否合理

手机尾号为“0902”的网
友：宁波市旧房白蚁灭治收费指
导标准：普通住宅房屋：按户

（套） 房屋建筑面积 2.00 元/平
方米收取。但打电话咨询，回
复说：车棚是按照一间 50 元来
算的，可车棚面积就三四平方
米，请问这收费合理吗？

市住建委：白蚁灭治收费是
经营性收费,是市场行为。为服
务广大业主,并考虑灭治所需的
成本(包括药物、人工、车辆以
及三年的包治期),对普通住宅按
户(套)房屋建筑面积 2.00 元/平
方米收取,不足 50元的以 50元标
准收取。

江南路隔离带
现在翻修是否科学

网友“我爱刷牙111”：6号
线明年就要开工了，为什么现在
修起了江南路的隔离带？台阶换
新，加装护栏，到时候造地铁时
再挖掉吗？

高新区管委会：1、轨道交
通高新区站为 5 号线和 6 号线换
乘站，高新区站建设涉及江南路
与院士路部分路段；2、轨道交
通建设与江南路提升改造相互
协调，区城管部门已与轨道交
通一方、江南路提升改造建设
方等多方进行沟通协商，轨道
交通建设占用路段暂不进行提
升改造，待地铁站建设完毕后
再根据设计方案及相关要求进
行恢复；3、在项目建设中，区

城管部门将会对各方面因素进行统
筹协调，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
设，节省国家资源。

中山西路机场路以西
改造何时能完工

网友“jmj061163”：中 山 西
路位于机场路以西的改造何时能完
工？

市住建委：当前因北侧拆迁未
完，导致北侧道路及新建管道难以
施工。施工作业面已根据拆迁进度
作了调整，从南至北分成 3幅路面
进行施工，中间半幅约2017年4月
中旬完成后，及时与南半幅连为一
体开放交通，将能大大改善出行条
件。

之前说的“夜游三江”
请问何时能开通

手机尾号为“5839”的热线
网友：之前提出要在 2016 年完成
大剧院码头、外滩码头、东外滩码
头、舟宿夜江码头等工程建设，并
开通三江夜游，请问现在开通了
吗？

市旅游局：三江夜游项目由宁
波旅投公司属下的一家专业公司负
责运营管理，目前该公司新购的三
条游船已经装修完毕，舟宿夜江、
大剧院两个主码头的升级改造已经
竣工，舟宿夜江岸边的游客中心也
已装修完成。下一步，两个码头将
在竣工验收后办理各类运营证件。
预计今年 6月份，三江夜游可以试
运营。

小区配电房
应该与住宅楼相隔多远

手 机 尾 号 为 “5634” 的 网
友：小区配电房与住宅楼规定的距
离是多少？

市规划局：高度不超过 6米的
变配电房与居住建筑的间距，在满
足日照、消防规范要求的条件下，
按不小于 6米控制。辐射对人体是
否有影响请咨询其他相关部门。

地铁出入口次序
是根据什么规则编排的

网友“王工大闹天宫王”：地
铁出入口次序编排是根据什么规
则？

轨道交通指挥部：一般情况下
宁波轨道交通出入口 ABCD 的排
序规律按照逆时针顺序排列。当线
路走向为东西时次序为：东北-西
北-西南-东南。当线路走向为南
北时次序为：西北-西南-东南-东
北。

每天1小时哺乳时间
宁波现在还有吗

网友“多年”：宁波现在是否
还有1小时/天的哺乳假？

市妇联：《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国务院令第 619 号） 第
九条：对哺乳未满 1 周岁婴儿的
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
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
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
乳 期 女 职 工 安 排 1 小 时 哺 乳 时
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
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 1 小时哺乳
时间。

（海文 高洁）

网友“匿名”通过宁波民生 e点
通问政平台反映，宁波大学地铁站
附近有一废弃集装箱，里面放了大
批燃气瓶，一旦燃气泄漏引发爆炸，
后果将不堪设想。

接到举报后，宁波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支队直属大队领导迅速带
领队员赶往现场处置。目前，所有燃
气瓶已安全转移。

网友反映的这个集装箱位于
江北区宁镇公路北侧、轨道交通
2 号线宁波大学站 A 出口以西 200
米处。因无法获知当事人的任何
信息，城管队员决定先转移燃气
瓶。

在江北区综合执法中队、安监
所及公安民警的配合下，工作人员
用钢丝钳撬开了集装箱的铁锁。经

清点，现场共有 YSP-50 型号燃气
瓶10个；YSP-15型号燃气瓶41个。
这51个燃气瓶随后被安全转移。

次日一早，甬江派出所民警又
在集装箱附近“守株待兔”，发现当
事人骑着三轮车又带来了 23 个燃
气瓶。民警随即全部扣押，并将当事
人带回了派出所。

根据《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
瓶装燃气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取
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
人，不得从事瓶装燃气经营活动。也
就是说，当事人的行为已违反条例
规定。记者获悉，该案当事人将被拘
留十天。

3月15日，记者再次前往现场，
看到曾集中放置燃气瓶的集装箱也
已被清理。 （方琴）

城管部门果断行动
端掉瓶装燃气非法储存点

去年以来，多位网友通过中国
宁波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反映火
车站附近居民小区的“黑旅馆”乱
象。这些深藏居民楼内，且没有营业
执照的“黑旅馆”不仅存在巨大的安
全隐患，还对附近居民的生活产生
了严重影响。

这些投诉引起了各部门的高度
重视，并进行了大力整改。一年时间
过去了，又有网友投诉“黑旅馆”有
回潮现象。

果真如此吗？上周，记者再次前
往宁波火车站实地暗访。在荣安世
家小区外围，记者看到有不少店家
做着旅馆生意。不过，这些旅馆都悬
挂了正规的营业执照，旅客入住需
要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登记身份信
息。

居民们说，自从去年大规模整

治后，小区内的黑旅馆少了很多。
“这一现象没有大规模回潮，但未彻
底杜绝。”

记者从尹江岸社区了解到，去
年这一带排摸出了 48家“黑旅馆”，
并全部被责令停业，拒不配合管理
的经营者已依法受到了处罚。社区
与海曙区公安分局制定了针对“黑
旅馆”现象的长效机制，时刻关注

“黑旅馆”的回潮现象。其中，去年整
改过的“黑旅馆”经营者是社区和派
出所的重点监控对象。目前，该社区
和当地派出所对此密切关注，只要
证据确凿，马上依法整治。

尹江岸社区徐书记说，希望居
民们平时能够注意观察，一旦发现
有人非法经营旅馆生意，马上举报，
社区会尽快核实、取证，并报告公安
部门。 （傅钟中）

火车站黑旅馆
社区和公安部门密切关注

执法人员正在转移集装箱内的燃气瓶。

上图：清理前。下图：清理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