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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停产停售召回 8 款药品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我市暂未发现该批次药品在售

本报讯 近 日 ， 国 家 药 监 局 官
网发布公告，停止小儿酚氨咖敏颗
粒、氨非咖片、复方氨基比林茶碱
片、氨林酚咖胶囊、氨咖敏片、丁
苯羟酸乳膏、小儿复方阿司匹林
片、氨非咖敏片等 8 个品种药品的生
产、销售、使用，注销药品注册证
书并进行召回。
11 月 23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城
区部分药房、医院等地，发现这 8 款
药品都没有在售。
在 8 款药品中，最常见的是小儿
酚氨咖敏颗粒，这是一款针对儿童
的解热镇痛药，主要用于感冒、发
热、头痛等症状。在康复医药长乐
路大药房记者看到，小儿感冒颗

粒、小儿氨酚烷胺颗粒等儿童感冒
药被摆放在儿童用药货架显眼位
置，而当记者询问小儿酚氨咖敏颗
粒是否有售时，药店工作人员表
示，这款药品店内一直没有上过
架销售，并推荐了其他儿童解热镇
痛药。
“小儿酚氨咖敏颗粒副作用比
较大，我们药店一直都没有销售。”
康复医药长乐路大药房店长李晶晶
介绍说，“一般我们会推荐带 OTC 标
志、已经过多年临床检验的药品。
”
同样，在继尔康药店南门店，
执业药师李阳表示，不仅是小儿酚
氨咖敏颗粒，其他几款停产停售药
品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再上架销

售了。“平时偶尔也有顾客过来询问
有没有这些药品，但这些药不良反
应明显，特别对胃肠系统、造血系
统等影响比较大，我们早就已经停
售了。
”
随后，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健
共体集团总院了解这 8 款药品的基本
情况。该院药剂科主任药师刘琦瑛
表示，此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
知下架的 8 款药品主要成分是氨基比
林，多用于复方感冒药，对血液、
肝脏系统等功能影响较大。“复方感
冒药用药时需要谨慎，特别是儿童
复方感冒药，近几年国家一直在对
儿童复方感冒药进行规范管理，所
以这类药在市场上也越来越少，我

们这几年都没有采购了 。”刘琦瑛
说。
8 款被注销的药品都是复方感冒
药。使用复方感冒药时，需要注意
是否有相同成分叠加，防止服用过
量，产生不良反应。“感冒药建议选
用单一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
洛芬，而且一定要在医生或专业人
士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刘琦瑛建
议，家庭每 3 个月可以进行一次“小
药箱”检查。检查时，要查看药品
是否过期，口服液有没有发霉、变
质、变色，药片有没有裂片、散
片，也可以关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官网，查看一些药品被下架的信
息。
（王静 徐怡君）

为行道树穿上“冬装”
我市开展冬季公路养护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上 午 9 时 ，
记者在新漩线清港凡宏村泗头岭路
段看到，6 名公路养护工人一手拿着
刷子，一手提着塑料桶，认真细致
地为沿路行道树穿上冬季“防护

服”，涂白后的行道树成为了马路边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随着气温逐渐下降，所有园林
绿化植物陆续进入冬季生长休眠
期。为确保我市各条道路两旁的行
道树能够安全过冬，市公路与运输
管理中心对我市范围内的国道、省
道、县道共约 220 多公里的道路沿线
行道树进行刷白工作。
“我们从上午 7 时开始刷白，要
忙到中午 11 时，一般 5 分钟能刷一
棵树，刷白高度是从树木底部往上

80 厘米左右。”公路养护人员方云满
说道。
据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副主
任季一云介绍，给行道树刷白是每
年冬季公路养护的“必修课”，开展
好“换装”作业对树木平安过冬起
着关键作用。通过将掺有生石灰的
刷白材料涂刷到行道树上，可以有
效防止树木受到虫卵和细菌的侵
害，减少病虫害发生。其次，冬季
昼夜温差较大，树皮热胀冷缩后很
容易开裂，刷白之后能反射大部分

阳光，减轻热胀冷缩效应，树干不
易冻裂。同时，刷白后的树木也有
一定的反光作用，能够方便夜间的
行人更清楚地看见道路。
此外，进入冬季，市公路与运
输管理中心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融
雪剂和防滑草包，同时给专用车辆
安装铲雪板，以备不时之需。
据悉，此次行道树养护“刷
白”工作从 11 月 21 日开始，预计 12
月下旬可全部完成。
（苏彬辉 王超 郑焙升 孙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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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市监联合检查

“把脉”消防产品安全
本报讯 连 日 来 ， 市
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深入辖区消防
产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
（门店） 及人员密集场所开
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严
格“把脉”生产、销售、
使用各环节的消防产品安
全。
“你好，请把产品认证
证书、检验报告出示一
下 。” 近 日 ， 检 查 组 来 到
“玉安”“亿安”等消防产
品销售门店开展突击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
人员着重核查了消防水
枪、消防水带、消防接
口、洒水喷头、室内外消
火栓、消防应急照明灯
具、防火门等常见消防产
品，认真查验每一款经销
器材的产品类别、质量认
可证书和市场准入条件
等，逐一核对产品的外观
质量、性能参数、生产厂
家等，严肃查处违法销售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等行为。
经检查发现，仍有个
别门店的消防产品存在不
符合市场准入、不符合行
业标准等违规行为，检查
人员当即责令违规经营者

立即对违规产品下架，停
止销售，并予以警告，同
时还现场教授经营者如何
判定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要求他们仔细辨别，选择
正规的渠道进货。
“这款烟感报警器属于
‘三无’产品，禁止销售，
下次若发现你这仍有销
售，将处以 5 万元到 20 万
元的高额罚款。”在玉城街
道广陵路的一家消防产品
销售门店，检查人员发现
一款明显不合规的独立式
烟感报警器，通过中国消
防产品信息网一查，果然
发现了问题。这款产品的
生产厂家已被注销资质，
属于质量不符合标准的消
防产品。经检查人员教
育，店主表示将立即下架
停售这款产品，并联系经
销企业销毁处理。
“消防产品掺假，危害
巨大。为加强全市消防产
品监督管理，我们联合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市各
领域、各环节的消防产品
展开了地毯式检查，揪出
了一批‘李鬼’，对于不合
格销售企业 （门店） 进行
了整改和处罚。”市消防救
援大队监督执法干部项君
说道。
（陈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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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上岛检查交通安全

施工压断水管
老大爷急求助

本报讯 水和电是日
常生活中的刚需，不管停
水还是停电，都会给生活
带来不便。日前，家住楚
门镇的方大爷打电话向本
报反映：他家附近施工，
自来水管被弄断了，一时
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方大爷住在楚门九头
桥附近，记者到达现场时
看到，房屋外沿的自来水
管已经断裂，而且断口处
还被压扁了，另外半根水
管埋在水泥地下面，周围
有明显的施工痕迹。
“施工方把这管子被
弄断了也没有告知我，造
成我家停水四五天了。这
几天都在用水塔里的备用
水 ， 现 在 快 要 用 完 了 。”
方大爷有些着急又有些生
气 ， 他 说 ， 他 今 年 70 多
岁了，和老伴两个人住，
平时用水特别节省，像洗
衣服、冲厕所之类的都是
用水缸和水桶接雨水使
用，自来水本来就用得
少。所以这条水管到底什
么时候断裂的，他也不确
定，只知道这段时间附近

一直在做管道工程。“之
前社区也经常通知停水，
一开始我没当回事，可是
过了好几天，邻居家都有
水了，我家还没水，就把
水表、水管里里外外检查
了个遍，才发现原来自家
的水管被施工方弄断了。
”
为此，记者打电话询
问了楚门镇相关部门，再
辗转联系到了该施工队的
负责人丁贵勤，他听了事
情原委之后立即赶到了方
大爷家。
“应该是当时挖机施
工时不小心把管子给压断
了。”丁贵勤一边查看现
场情况，一边向方大爷解
释，由于水管原先被混凝
土覆盖住，挖机作业时压
扁了水管，导致断裂时没
有水柱喷出，因此当时没
有注意到这一情况。
丁贵勤表示，他马上
会通知工人帮方大爷把水
管修好。
据了解，采访后第二
天，施工队就已帮方大爷
接好了水管。
（苏一鸣）

为鸡山群众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近日，在龙溪鑫果缘采摘农场里，小工们正在畦沟中清理草莓植株上的老叶和蔓须，促进
草莓快速成长。该农场主孙如良说，再过 20 多天，游客们就可以来采摘了。 吴达夫 摄

拆除地锁 还路于民
本报讯 11 月 19 日，本报刊登 《村道私
划停车位收费，相关部门表示：不合法需整
改》 一文，大麦屿街道五一村圈地设锁一事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1 月 22 日下午，市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麦屿中队联合大麦屿交
警中队，在五一村延兴路开展拆除地锁整治
行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用撬杆、
扳手等工具将地锁逐一拆除，恢复路面平
整。“村道设地锁，利用公共资源收费停车，
真得一点都不合理。”“这下可好了，私装的

地锁终于被拆了，大家就有地方停车了。”拆
除现场，围观村民正在热议此事。
同时，执法人员还向围观村民介绍了私
装地锁的危害，私设地锁不仅抢占公共资
源，会使紧张的车位更加稀缺，而且这些不
规范、私装乱装的地锁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不仅车辆容易刮擦，路人也容易被绊倒
受伤。执法人员建议，应通过友情提醒、文
明劝导等途径，营造“人人讲规则、个个守
公德”的良好氛围，让“自我规范”成为社
会本能。
（张莺莺）

本报讯 随 着 我 市 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鸡山岛
成了热门景区，游客也随
之暴增。但是由于鸡山岛
地理位置特殊，四面环
海，岛内仅有一条主干道
和若干乡间小道，交通管
理十分不易。为了更好治
理鸡山道路交通安全，提
升岛上群众交通安全意
识，11 月 23 日下午，龙溪
交警中队联合干江派出
所，来到鸡山岛开展交通
安全检查。
活动中，龙溪交警中
队民、辅警采用图文并茂
的交通安全手册耐心地为
过往游客、司机讲解交通
安全知识，现场共发放宣
传手册 100 份。
小面包车司机管兴兵
听了讲解后说：“我们开车
会注意车速，不能超载，
还要注意礼让行人。”龙溪
交警中队在分发宣传单的
过程中，发现不少电动自
行车、三轮车驾驶员都没
戴安全头盔，并现场进行
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安
全意识。
由于鸡山岛地理位
置、交通情况的特殊性，
岛内居民无法及时对代步

车辆进行定期检查、检
修。针对这一情况，龙溪
交警中队带来了汽修厂的
师傅，为岛上群众排忧解
难。当天，岛上的各式车
辆统一集中到码头指定停
车场，由专业师傅进行检
查登记。据检修师傅介
绍，此次检查主要包括电
瓶、防冻液、刹车油、变
速箱、发电机皮带、刹车
片等项目，现场共检查各
类车辆 20 辆。
此外，记者跟随民
警走遍岛上所有交通道
路，巡视道路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努力为岛内居民
的平安出行创造良好的交
通环境。据统计，现场共
排除隐患 3 起，主要分布
在主干道商业街。
接下来，龙溪交警中
队将联系车辆有问题的司
机，督促他们对车辆进行
维护保养，并对岛上的无
牌无证车辆及司机进行教
育、处罚，并要求他们尽
快上牌考证。依托“交巡
联勤，所队联治”的工作
机制，充分发挥联防联动
功能，为岛内居民的出行
安全保驾护航。
（蔡亚婷 王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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