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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名)：
卿媛媛 《阁楼书屋》

二等奖(3名)：
任明皑 《书海泛舟》

马新生 《九旬抗战女兵胡世平坚持学习》(组照)
张福来 《书香丹阳》

三等奖(5名)：
郭振东 《读好书才能长大成材》

吴苏南 《我爱阅读——抗战老干部丁正鸿先生的习惯》(组照)
吴苏南 《共享》

夏景顺 《课外阅读时》(组照)
朱如骏 《互帮互学》

优秀奖30名：
彭建平 《交流》
吕芬芬 《小小爱书郎》
严光华 《书，吸引她们》
赵 伟 《勤》
任明皑 《爱读书的小哥俩》

《读书乐》
《入神》

路素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勤学苦练》
《爱学习的一家》

林槐兰 《94岁老人关心国家大事》
陈法兰 《国庆节的新华书店里》(组照)

《研读》
叶金华 《惠民自助图书馆》

《书海探秘》
《咋俩喜欢嘎子哥》
《赠书》

林通华 《活到老，学到老》
谭金平 《空闲时刻》

《漂流书屋》
朱如骏 《老少同桌》

《悦书坊·悦读会》
卜新兰 《农家书屋》
夏景顺 《学无止境》
邱冬梅 《书香润童年 快乐伴成长》
张梅青 《书中自有黄金屋》

《学在旅途》
张福来 《我的乐趣》
司马照虎 《学而不厌》
许秋萍 《夜读》

特别贡献奖
邓 军 《阅读·文明》

“阅·影”城市与阅读街拍摄影大赛获奖名单

扫描关注
“丹阳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颁奖仪式及获奖作品展于12月8号在丹阳市图书馆（西环路21号）8:30举行。

本报讯（记者 云莹 通讯
员 郦伟华）记者从市文化馆了解
到，今年以来，我市以文化馆总分
馆建设为切入点，着力打造“1+2”
民生文化圈，架设起以市文化馆
（总馆）为中心、12个镇（街道）文
体服务中心（分馆）为枢纽、辐射
到150余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支馆）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
的高速网络”，形成了基础设施标
准化、文化资源共享化、服务系统
网络化、管理运行一体化的文化
馆总分馆体系，真正把“文化馆”
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文化馆总分馆建设中，文化馆

总馆作为中心馆充分发挥龙头
和枢纽作用，引领统筹协调全市
域内的演出、展览、培训等活动
及设施设备，为分馆提供资源、
服务、技术等支持，对分馆开展
绩效考核。“基层分馆、支馆既要
参与落实总馆的各项任务和活
动项目，又要挖掘地方特色，策
划、组织各类群众文化活动，组
建培育业余文艺团队，丰富活跃
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有效地打通
了以往馆、文体中心各自为政、
资源不能共享的‘死胡同’。”

此外，市总馆还建立起片区
管理制度，总馆副馆长协助片区
分馆馆长做好文化活动的策划、

艺术作品的生产、公共文化资源
的配送等，下派的12名分馆助理
定期对分馆开展信息传达收集
反馈工作，并通过专业考试、指
导培训、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给每个文化分馆配送1名常驻文
化指导员，进行各类公共文化的
精细化服务。同时，全市 150余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均配
备一名文化服务人员；市总馆还
建立起 4支“文艺轻骑兵队”，快
速对基层进行艺术指导和培训。

“通过体系化运行，文化馆
总分支馆已成为了覆盖全域的
公共文化网络上最紧密的经纬
线，不但使总分馆建设与全民艺

术普及和非遗保护传承发展以
及特色文化之乡（村）创建有效
结合起来，体现出公益性文化在
各级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而
且更能便捷高效精准地为群众
创造和提供较高层次和品味的
精神文化产品。”该负责人说，自
文化馆总分支馆打造以来，基层
群文活动丰富多彩、辅导培训卓
有成效、艺术创作精品迭出、文
艺队伍日渐壮大、“一镇一品”创
建如火如荼……群众的“文化馆
意识”不断强化，各级文化馆日
渐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名副其实
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和创作培
训基地。

以总分馆建设为切入点

文化馆致力打造“1+2”民生文化圈

本报讯（记者 丽娜）昨日中
午，我市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IPK、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举行
了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副
市长刘宏程出席并参与签约。

签约仪式上，我市与德国弗
劳恩霍夫协会 IPK、中德智能制
造研究院就推动我市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高新技术产业与德国先进科
技技术对接合作、丹阳智能制造
与德国工业4.0领域的交流合作
等方面达成共识。其中，德国弗
劳恩霍夫协会 IPK、中德智能制
造研究院承诺在 2018年为我市
企业制定两场科技专题对接会；

我市则每年在智能制造和医疗
技术领域提出不超过 2 个科研
主题，委托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IPK、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研发
或共同研发。

针对下一步合作，副市长刘
宏程详细阐述了我市在制造业
生产配套、市场渠道、交通及发
展前景等多方面的优势。刘宏
程希望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IPK、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可以
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积极为我
市企业搭建中欧交流合作平台，
为丹阳的科技人才和企业管理
人才提供专业的境内外定制化
主题培训，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我市对德交流合作增添新成果

本报讯（记者 赵文菁 尹
媛 通讯员 景银山）根据上级
有关规定及相关文件要求，自本
月开始，我市将陆续召开各级残
联代表大会进行换届，确保 12
月底前镇（街道）残联换届工作
顺利完成。6日下午，我市召开
全市镇（街道）残联换届选举动
员部署会，副市长薛军民参加会
议。

据了解，自 2003 年市残联
单设以来，我市残疾人事业走过
了近 14 年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特别是近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残疾人
事业发展，市、镇（街道）残联主
席团和理事会团结带领广大残
疾人和全体残疾人工作者共同
努力，全市5万余名残疾人生产
生活状况明显改善、权益得到进
一步维护，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
风尚逐步形成；残疾人自身素质
不断提高，参与社会生活更加广
泛，为改革开放和我市现代化建
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结束后，市残联开展了
针对性的培训。

残疾人事业发展稳步向前

本月底前镇（街道）残联完成换届

普善变电站投运
昨日中午，开发区普善变电站成功投运。该变电站按照无人

值班变电站标准设计建造，设备可靠性高，担负着恒大名都、普善
等附近小区及乡镇居民用电和企业安全生产用电重任。该工程
的投运，完善了普善片区配网构架，有效提升了开发区区域内的
供电能力。（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安梓鸣 摄）

新河沿进行便民改造
新河沿一侧设置了绿化，占据了部分道路，行人、非机动车、机

动车共用一条道路，使得居民出行不便，且大部分花坛已经破损，并
未起到绿化美观的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朝阳市政近日组织专业
施工队开始对新河沿进行改造。据悉，这次改造将铺设人行道，真
正实现“人车分离”。（记者 尹媛 通讯员 周玉皎 摄）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皇宣）5 日上午，镇江市委
宣讲团成员、镇江市社科联副
主席邵利明来皇塘镇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该镇全体党政领
导、机关部门和驻皇单位负责
人、村党组织书记聆听了报告。

在两个多小时的宣讲中，
邵利明重点围绕“立足新时代、
贯彻新思想、迈向新征程”三部
分内容，为大家全面、准确、深
入、系统地解读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整
场宣讲脉络清晰、通俗易懂、重
点突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
对性和指导性，对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的
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下一
步，该镇党委将组织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赴各
村开展宣讲。

又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陵宣）近日，陵口镇举行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邀请镇
江市委宣讲团成员、镇江市社
科联副主席邵利明作了题为
《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的宣
讲报告。

报告中，邵利明用蛟龙号、
嫦娥号、三沙市的成立等近年
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旁征博引
地说明中国进入了新时期。他
表示，进入新时期，意味着中国
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国防
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
上升，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脱
贫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镇江市委宣讲团
来皇塘陵口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建设强富美高新丹阳建设强富美高新丹阳

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编辑：岳春芳 组版：盛艳 校对：西南 07焦点新闻

让“影子药师”暴露在
“无影灯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11月22日发布通告，根据吉
林、江苏、安徽、江西等 12个省
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检查结
果，对存在“挂证”行为的执业
药师 65人予以曝光。据了解，
本次通告是食药监总局首次以
公布名单的形式曝光执业药师

“挂证”行为，彰显了监管部门
打击“挂证”的决心和力度。

虽然各地打击取得了一定
成果，但据业内人士反映，“挂
证”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
在。监管究竟“梗阻”在哪儿？

食药监总局有关负责人向
记者表示，在日常检查中，不法
零售药店多以执业药师临时休
假等原因为由进行推脱，监管
部门采用长期“盯人”的方法，
耗费人力、财力、物力大，所以
对于执业药师“挂证”的监督和
认定有一定难度。即便查实

“挂证”，也只是针对涉事的执
业药师予以注销。

在首次对“挂证”行为进行
曝光的同时，食药监总局要求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继续加
大对药品经营企业执业药师配
备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
查实的“挂证”执业药师和存在

“挂证”行为的药品经营企业，
依法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该负责人同时指出，对于
“挂证”人员的具体惩戒办法尚

未出台，仍有部分药店和执业
药师心存侥幸，寻求“挂证”的
机会。

严打之下，“影子药师”
仍在一些地方出没

严打之下，是否仍有药店
寻求“租证”？

记者日前登陆一家证件租
赁交易网站“聘证网”，这是一
个专供双方交易的专业网站，
需要执业药师证的药店只要登
录网站，就可以进行“询价”“聘
证”到“租证”一系列操作。记
者随即点开网站客服的对话框
——

“在你们这儿能租到证
吗？”

“药师大量的有，你随便
谈。”

“我需要怎么操作？”
“你先找 10 个听他们要

价，哪个价格低就挂哪个。”
在网站上查看药师简历需

要充值换取积分，一次最少100
元，可换取 100 积分。记者用
10个积分随机查看一名药师简
历，上面学历、职称、证书考取
时间、联系电话等一应俱全。
记者在网站上检索到江西上饶
的一名药师，电话接通后，面对
记者的“询价”，这名药师说：

“就按照市场价格，都是 800－
1000元，南昌我也挂过。”

记者尝试在该网站发布一
则“聘证”信息，随后不断有来

自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地
的执业药师主动来电“出租”。

有的药师甚至表示可以根
据药店的要求“考证”。“我医
师、药师证都有，平时主要是做
医生，药师证是顺带着考的。”
江西景德镇一位药师告诉记
者，自己的证件是中药执业药
师证。“如果要双证，我就考个
双证。我学西医的，中药都能
考得过，西药的应该不难。”

记者发现，“挂证”的背后
是双方利益的驱动。一方面是
药店算成本账，在江西九江，一
名全职执业药师月薪要四五千
元，而“租证”只要千元左右。
另一方面，辛苦考下证的药师
也不愿去药店只当个“站柜台”
的。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
廉指出，目前我国在医院药房
和社会药店的执业药师总量并

不少，但由于待遇、晋升等因
素，有不少拥有执业药师资格
的人士不愿意走出体制。

完善执业药师诚信体
系建设

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者企业负责人应当具备执业药
师资格。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
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但在
实际操作中，药店租用执业药
师证开业、药师“挂证”不在岗，
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食药监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完善
执业药师诚信体系建设也是监
管部门的重要抓手。为了加强
对执业药师行为的规范，食药
监总局正在推进全国执业药师

注册管理信息系统升级工作，
实现全国执业药师注册数据的
互联互通，通过该信息系统记
录执业药师不良执业行为。

在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
药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
看来，“挂证”问题的核心在于
药店的定位偏差，本该扮演提
供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场所，
现在变成了商业的卖场。定位
偏差导致药店没有足够的处方
可供调配，收入主要依靠推销
OTC 药品、保健品，也自然没
有聘请全职执业药师的意愿。

如何解决定位偏差问题？
胡颖廉认为，一方面患者要养
成听从执业药师购药的科学习
惯，而不是凭感觉自我药疗，甚
至自行购买处方药；另一方面
社会药店应当将执业药师的药
事服务作为重要的附加值，而
不是推销个别药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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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出售信息
●访仙镇中心门市170m213861385123
●普善厂房5300m2，双层，水电全18605252727

出租信息

●开发区总部经济园向东有5000余平方2楼厂房
出租(含已装修办公楼)，电联13806104297贺先生
●厂房院子 3000m2 出租，地址：南门
S241 37公里西400米处，13912829896

遗失信息
●戴梓恒遗失出生证，编号：

P320284973，声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永恒模具厂原法
人“杨永一”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蓝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6200259，声明作
废。
●丹阳市眼镜市场保澜光学眼镜
批发部原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美娟遗失档案托管证，档案
号：42362，声明作废。
●岳文俊遗失丹阳市司徒镇乐翔
模具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0809230116，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0809230125，声明作
废。
●丹阳市司徒镇名香坛酒业经营
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409020202，声明作
废。

●丹阳市界牌镇福缘铜门厂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062219730322343701，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华东建材城吟春装饰经
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3591801，声明作废。
●丹阳市宝迪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8150031，声明作
废。
●李骁蕾遗失出生证，编号：
Q320035818，声明作废。
●丹阳市卫生监督所遗失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一式五联，发票
号：00127514，声明作废。
●贺云仙遗失丹阳市导墅镇佳云
家纺厂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411120095，声明作
废。
●丹阳市声源电子元件厂原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尹正良遗失荣升百货商店营业
执 照 副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212030030，声明作
废。
●丹阳恒友工具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遗 失 ， 编 号 ：
321181000201609220092，声明作
废。
●丹阳中南锦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收款收据遗失，号码：
170076145，声明作废。
●江苏省丹阳少阳职业高级中学
遗失中小学收费收据，号码：
06068051~06068100，声明作废。
●丹阳市导墅镇华美玻璃专用材
料厂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408040421，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慧乐机械加工厂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3612901，声明作废。
●丹阳希那基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遗失一份由丹阳港华燃气有限公
司开具的通用机打发票，号码：
01031579，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臧新华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海宇花园16-1-201及车库、丹
国用（2011）字第 8787 号土地证
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12月7日

卖药的不懂药 持证的不在岗
——“影子药师”之乱怎么破？

卖药的不懂药、持证的不在岗——药店租个执业
药师证代替药师指导患者用药，被称为“挂证”。针对
“挂证”现象，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
日前对65名“影子药师”予以曝光。

记者调查发现，专项整治之下，“挂证”现象在一些
地方仍难绝迹，对患者用药安全造成隐患，也扰乱了药
品流通行业秩序。有关部门监管“梗阻”在哪儿？“挂
证”病根何在？怎么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