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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处方药规定”沦为一张废纸
郭元鹏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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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位市民反映：他在没有处方
的情况下从药店购买到了抗生素“头孢克肟胶囊”。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暗访了市区药店，在民安大药
房，成功买到了一盒名为“头孢克肟分散片”的处方
药。线下如此，线上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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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成功从
3 家药店买到。
3 月 20 日《宁波日报》

品经销商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万一出现了问题，商
家是凭着医生处方销售的，自己的责任就会轻一点，
或者是没有责任。可是，如果你“没有处方也销售处
方药”，
出了问题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此外，相关监管部门也有“患病”之嫌。
“ 没有处
方买到处方药”，这个过程中，市民做得不对，药店也
做得不对。问题是，在这些人都错了的时候，监管部
门难道就没有错吗？最起码，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
严格执法。其实，监督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定期抽查
“没有处方买到处方药”是一种巨大的安全隐
处方药销售的台账就可以了，看看保存的医生处方
患。尤其是抗生素类药品更不能随便服用，因此有
和销售数量是否能对应起来。监管部门的不作为，
关部门加大了抗生素类药品管理，目前很多医院都
也导致了
“没有处方买到处方药”
的现象存在。
在限制抗生素类药品的使用。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4 年发布的
“没有处方买到处方药”
的现象，
只能说明有人
“病”
了。 《关于加强流通领域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工
首先，是有些市民“病”得不轻。确实，众多的线
作的通知》规定，
“ 对已经明确必须凭处方销售的药
上或线下药店，方便了大家选购。但是，药品不是普
品，要严格执行凭医师处方销售；对目前尚未明确必
通商品，服用不当存在安全隐患。不管是对自己负
须凭医师处方销售的“双轨制”处方药，应该向顾客
责，还是对家人负责，市民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购
索要医师处方，
凭医师处方销售。
”
买处方药要过过医生眼睛，不能想当然，否则就可能
某种程度上而言，要让上述“处方药管理规定”
害了自己和家人。
摆脱“废纸”的命运，关键还需要相关部门及药店一
其次，是药店“病”得不轻。国家推行处方药管
丝不苟地去落实执行。
理规定，是为了确保用药安全，这样的管理规定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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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
“充值漏洞”
何以赚足点赞
近日，摩拜单车正向使用者推出“充 100
送 110！充 50 送 30！充 20 送 10”的充值赠
送活动。3 月 19 日上午，有用户发现，摩拜单
车安卓最新版（4.1.0 版）出现技术漏洞，用户
充值 1 元，竟然返现 110 元。据摩拜内部人
士介绍，问题已于当日下午解决，错返用户不
会被要求退款。
3 月 20 日《法制晚报》
摩拜“充值漏洞”何以赚足点赞？倒不是
公众对这种“花小钱得大益”的营销计谋缺乏
警觉，而实在是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的垄断或
准垄断行业，一事当前，特别是由于自身原因
而将面对各种损失时，总会习惯成自然地摆
出一副“霸王”状态：只许自己有过不责，不准
别人将错就错。所以，在这种商业纠错的利
己氛围浸淫已久之下，摩拜单车能突然一反
常态，明确表示容许“不当得利”的既得之则
安之，
能不教人眼睛一亮，
且赞之有加？
一是一，二是二。不像“清官难断家务
事”，商业行为的谁对谁错，往往因果分明、
判
断明晰。摩拜“充值漏洞”或可亦真亦幻，但
使用者的“充 1 送 110”，肯定不是用了黑客等
手段而不法获取。事已至此，是挖空心思地
推诿塞责，希冀别人来配合退回，还是着眼长
远，把重点放在自我加压去“修补漏洞”，这里
就显现了经营管理者的担当和智识。
摩拜“充值漏洞”，恰似一种营销教案，启
迪和警醒了某些养尊处优的官商作派：
“漏
财”并不可怕，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漏信”，才
是难以弥补的最大损失。换言之，假如有人
还在一味琢磨于摩拜有没有真的“漏洞换点
赞”，我想更该反思一下，是谁给了这样的“扬
名”
机遇？
司马童

“假体检”的真相让人震惊

很多家长为了防止受骗上
当，都会告诉孩子，千万不要随便
相信陌生人，一些关键信息一定
要保密。可是，在河南郑州，有这
么一家企业，却能够让一个个孩
子乖乖写下家长的电话。2017
年央视“3·15”晚会就曝光了这样
一起案例：他们假冒医生，穿上白
大褂，大摇大摆地进入学校，为学
生体检，搜集学生家长的信息，最
终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
3 月 20 日央视网
“假体检”居然是为了套取学
生 家 长 的 信 息 ，可 谓“ 用 心 良
苦”。这一真相，让人震惊，让人
担忧。
朱慧卿 绘

“茅台镇的假茅台”
是极大的讽刺

胡晓新

假茅台酒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几度成
为茅台镇光鲜外表下的疮疤。对于假茅台
盛行的情况，今年“3·15”期间，贵州茅台集
团发布公告称，只有“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贵州茅台酒才能称之为茅台
酒，另外，市场常见的“茅台内供酒”
“ 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局专用酒”
“ 部队
特供酒”等均属假冒侵权产品。
3 月 20 日《新京报》

据 3 月 20 日《新京报》报道，中国环境保护部督察
组对 18 个城市展开的空气质量专项督察发现，多地
存在“散乱污”企业或企业群违法违规复产情况，还有
一些企业在线监控数据造假。
出于逐利的本性，那些“散乱污”企业或企业群违
法违规复产，
还有一些企业在线监控数据造假等做法，
其“动机”不难理解。但让人觉得“不正常”的是，那些
并不隐蔽的污染行为，
不是被当地的环保部门发现，
也
不是由当地民众举报后被查处，
而是在 3 月 15 日至 18
日由环保部督察组对 18 个城市展开的空气质量专项
督察中才被发现与查处的。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
这次专项督察行动，
那些污染企业还能得到查处吗？
按说，那些违法违规复产的“散乱污”企业，其中
不少“动静”不可谓不大。比如，在此次专项督察中被
点名和查处的保定市河北双羊化纤纺织有限公司不
能有效收集废气等情况，光凭那刺鼻的气味就“路人
尽知”。要说当地环保部门“无能”到毫不知情，恐怕
很难让人信服；如果是知情后对违法企业睁一眼闭一
眼，
则是更加严重的渎职行为。
退一步说，像上述比较明显的环保问题，就算当
地环保部门失职，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周边居民也
不太可能不感知、不举报。有没有从执政为民的高

“茅台镇的假茅台”是极大的讽刺。一
方面假茅台就在茅台集团眼皮底下，这让
人 不 懂 ，为 何 明 知 道 有 人 假 冒 ，这 么 多 年
来，还坐视其壮大？是真的无能为力，还是
别有的原因？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为何对这
么多假茅台不进行严厉打击？这么小的地
方，如果雷厉风行地进行监管、打击，自然
也能够让假茅台无处可躲藏。可事实上，
假茅台仍然颇具威力，虽然从“明处”转向
了“暗处”。
今年 3·15 期间，贵州茅台集团发布公告
称，只有“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贵州茅台酒才能称之为茅台酒，另外，市场常
见的“茅台内供酒”
“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局专用酒”
“ 部队特供酒”等均属假
冒侵权产品。这样的声明对于消费者有用
吗？
茅台酒对于茅台镇来说，无疑是最好的
名片，可为何当地人如此不爱惜茅台这个品
牌？是觉得假茅台酒无损于茅台酒这个品
牌？还是觉得可以从造假中获得更大的利
益？当地监管部门又为何对假茅台的打击
如此无力？这显然值得深思。
郭文斌

问责官员和重视举报应成为治污撒手锏

投稿邮箱
nbwbplpl@163.com

度，回应老百姓的关注的问题，更是当地相关官员应
该反思的问题。环保部官员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仍存
在不作为、慢作为的情况，就是对此直言不讳的批
评。而无论是失职还是渎职，
都应该被严肃问责。
一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慢作为，根子出在错误
的政绩观和畸形的发展观上。
“环保不是发展的包袱，
好的环境政策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重要抓手”这一理念，在不少地方官员那里还
没有达成共识。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那么，环保法
规再严，也会被高举轻放；百姓的呼声再强，相关官员
也会充耳不闻；环保设施与监察设备科技含量再高，
也会沦为造假工具。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将在
今年实现中国 31 个省区市全覆盖；要让污染的企业
付出更高的违法代价。对此，我们举双手赞成。但在
依法处理那些违法违规污染企业的同时，须严肃问责
那些地方上的问题领导、问题部门和问题官员，督促
他们尽快转变观念，才能扭转一些地方被动治污的局
面。同时，还须高度重视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和对
污染问题的举报。
只有让问责官员和重视举报成为治污撒手锏，污
染与污染企业才能得到更有效率、
更加精准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