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评论 广告 Opinion
责任编辑：张大鹏 电话：0531-85196375 E-mail:1808500954@qq.com 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世说新语
Shi shuo xin yu

E

近年来，网上药店发展势

头迅猛，网络药商遍地开花。

不管是传统的药店在网络上开

了网店，还是为网上药店提供

药品交易服务的第三方平台，

他们都必须遵循一个相同的基

本原则——— 处方药要凭借医师

的处方才能销售，否则就不能

擅自买药。《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试行)

第十条规定 :执业药师或药师

必须对医师处方进行审核，签

字后依据处方药正确调配、销

售药品。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网上

药店对于出售处方药的问题，

已经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虽

然现实中的药店也会发生消费

者没有处方也能买到处方药的

情况，但是网上药店的情况显

然要严重得多。而这种现象导

致的问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

重视。

当网上药店的处方药没有

处方也能够随意买到，所带来

的隐患和风险我们就不得不

防。尤其是很多毒性很大的药

品，一旦被违法犯罪分子所利

用，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除

了呼吁网上药店和第三方平台

加强自律，完善内部管理以

外，最关键的还是需要政府把

监管的力量覆盖到网上药店，

通过严格而完善的监管来落实

“处方药须处方买”这样的基

本常识和规则。 (毛辛铭)

网络购药因为方便快捷

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操作过

程存在诸多审核漏洞，让网

络售药多了几重风险。针对

如何判断病情、处方真实性

等关系患者切身利益问题，

记者开展调查发现，只需网

上提交购药申请，简单和在

线医生沟通，甚至无需医生

就可购买处方药。(中国新

闻网7月6日)

随着互联网售药成为新

业态，许多药企巨头纷纷开

办网络药店。网购药品因为

方便、快捷、价优等原因，

已经成为很多人购药治病的

首选。然而，网络购药监管

跟不上发展需要，致使有些

人利用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

漏洞，干起了无需医生就可

以开处方药等非法勾当，拿

患者性命开玩笑，存在严重

安全风险。

根据规定，处方药是执

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处方

才可以调配、购买和使用

的，服用处方药有用药风

险，未经医师指导不得擅

自服用。但在网络药店里，

部分药店通过第三方平台违

规卖处方药，已经是心照不

宣的潜规则。为了谋取高额

的利润，一些平台和药店搭

台唱戏卖处方药，甚至通过

挂靠等形式把远程医疗“合

法化”，这种行为无视患者

健康，极易造成主体责任模

糊等问题，网络购药安全保

障难。

网络购药利弊积存已

久，其发展无法抗拒，做好

监管才能让患者感受更多获

得感。一是要普及患者网购

药品的风险意识，采取措施

引领行业领域自律；二是要

强化措施堵住处方药滥用渠

道，提高网店违法经营的代

价，对非法售药行为进行从

严从重处罚。如此，才能让

网购药品市场规范，让公众

有更多安全感。 (萧仲文)

网络购药不该成监管盲区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联系人：张先生、董女士

联系电话：0531-86059771 0531-

8605976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到

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

利、罚息、延迟履约金等，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

书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释放内需潜力

推动家政业提质扩容

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仍

存在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

展不规范、群众满意度不高

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需求和

供给潜力。

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是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

业提档升级，持续释放内需的

重要动力。《关于促进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通过强

化支持政策、建立行业标准、

健全信用体系，从而壮大产业

规模，提升行业质量。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所副研究员 李璐

中小银行公司治理

有“形”更要有“神”

完善公司治理是银行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应

从三方面着手，从“形似”转

向“神似”。

一是规范股权管理，构建

多元稳定的股权结构；二是提

高“三会一层”运行效率，保

证其高效履职；三是持续优化

激励约束机制，实现银行、员

工、股东利益和谐，抑制短期

逐利行为。

——— 中国银保监会公司治

理监管部副主任 张显球

基础设施投资

需追求“精准滴灌”

今年1-5月，我国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5 . 6%，实现平

稳增长。

增速稳住了，结构也更优

了。不搞“大水漫灌”，追求

“精准滴灌”——— 我国基础设

施投资聚焦“补短板”，重点

投向脱贫攻坚、铁路、公路及

水运等九大领域，努力实现稳

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一举

多得之效。这些投资虽然规模

不比以往，但都针对关键领

域、瓶颈环节，能大幅提升基

础设施投资的整体效力。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许召元

序
号

借款人(债务人)
名称

担保人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
币（单位：元）

1
山东远东农科
环保发展有限
公司

保证人：1、山东恒昇集团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2、王明
桂；3、于秀兰抵押人：枣庄
市运河家居有限公司

49,864,271.74

2
枣庄市顺源煤
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1、孟祥顺；2、相
立兰；出质人：枣庄市顺源
煤业有限公司

5,900,000.00

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张先

生、董女士

联系电话：0531-86059771

0531-8605976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

到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

息、延迟履约金等，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

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

（万元）
担保人

德州晶峰
日用玻璃
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09号 1000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德州国泰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王文海、傅喜英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59号 800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王文海、傅喜英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64号 440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王文海、傅喜英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67号 550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王文海、傅喜英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97号 525 王文海、傅喜英、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208号 650 王文海、傅喜英、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6年(营业)字00032号 2100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王文海、傅喜英

0161200224-2016年(营业)字00038号 2658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王文海、傅喜英

0161200224-2016年(营业)字00055号 1960
王文海、傅喜英、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
华集团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6年(营业)字00061号 1025 王文海、傅喜英、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6年(营业)字00069号 2284 王文海、傅喜英、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德州振华
新型节能
玻璃有限

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080号 1440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098号 1700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02号 800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国泰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08号 2500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曾志海、黄安英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39号 1450 曾志海、黄安英、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40号 550 曾志海、黄安英、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41号 700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182号 1450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嘉诚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204号 2383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206号 1250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嘉诚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

0161200224-2015年（营业）字0240号 500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临邑宝成
纺织品厂

16120800-2014年（临邑）字0053号 300
临邑恒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王保成、王清霞、临邑黄
海防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合计 29015

公告资产清单

近日 ,国办督查室公开通

报 ,满洲里口岸部分单位和企

业存在违规乱收费、变相涨

价收费等问题 ,大幅增加企业

成本,抵消了减税降费效果,有

的减税红利甚至被冲抵70%。

记者调查发现 ,满洲里口

岸部分单位和企业明目张胆

地把减税降费红利当成“唐

僧肉”,与垄断经营、多头管理、

监管不力等不无关系。这些乱

象直接导致减税降费政策在

落地最后一公里遭遇梗阻。

满洲里口岸是我国最大

陆路口岸 ,属于典型的“小政

府大口岸” ,仅靠财政经费运

转有一定困难。然而 ,有难处

也不能伸手去薅减税降费的

羊毛。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党

中央、国务院为了优化营商

环境、增强市场信心、促进

经济平稳运行而作出的重大

决策 ,当地在这样重大的问题

上都敢耍花招儿 ,怎能保证在

其他改革事项上不会谈条

件、搞变通、玩花样?要让改

革政策上下贯通、一竿子插

到底、红利充分释放 ,地方党

政干部必须在思想上跟党中

央保持一致 ,扫除认识上最后

一公里的障碍。否则再好的

改革措施也难免变成“只听

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比乱收费、乱涨价更严

重的是政府的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事实上 ,一些企

业已经多次向满洲里的相关

部门投诉 ,但监管部门视而不

见、查而不处 ,拿出来的清理

整治报告 ,不过是应付检查的

样子货。对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大决策部署认识不到

位、态度不坚决、落实不彻

底,应该不只在减税降费一事,

也不会仅限于满洲里一地。

各地应认真对照,举一反三,全

面排查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辛华)

减税降费红利岂能当做“唐僧肉”

垃圾分类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其中奖

励或处罚是舆论关切的焦点之一。据报

道，目前有25个城市已明确对个人违规投

放处罚，最高罚款1000元。2019年至2021

年，深圳拟每年拿出6250万元作为生活垃

圾分类激励补助资金，奖励垃圾分类先进

家庭、个人、小区及单位。

奖励与处罚都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

更好地推动垃圾分类，但奖励能否最大化

起到刺激和引导作用，处罚能否真正起到

惩戒和倒逼作用，却是一门学问。

多数城市并不是直接罚款，而是责令

限期改正，违规个人逾期未改或者拒不改

正的，才进行罚款。这实际上给了违规者

改正的机会，改正了就不用交罚款，还是

比较人性化的。

罚款之外的其他处罚也值得关注。如

苏州规定，个人受到罚款处罚的，可申请

参加垃圾分类社会志愿服务，达到要求可

免除罚款处罚。这比单纯罚款更为科学，给

了违规者选择处罚方式的机会，若参加垃

圾分类志愿服务同样有意义，此举可推广。

在奖励方面，一些城市此前通过积分

换日用品的办法也不错。深圳每年拿出

6000多万元，直接对垃圾分类先进家庭、

个人进行资金补贴，似乎比奖励日用品更

具吸引力。

总之，城市垃圾分类既要会“罚”，

也要会“奖”。期待每个城市取长补短，

完善相关制度，让每一种奖罚手段都成为

推进垃圾分类真正有效的“武器”。(丰收)

城市垃圾分类
奖罚皆有学问

“3 . 8元买100只垃圾袋，竟然还能包

邮。”近日，北京消费者张女士在某电商

平台的两家店铺均买到了低价包邮商品。

普通消费者寄个快递，一般收费都要10

元，现在大量出现了“9 . 9元包邮”，给

人的感觉，只是出了一个快递费，而

“3 . 8元包邮”，更是连快递费都不够。

事实上，“9 . 9元包邮”背后依然有

利可图。这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

“赚流量”。网店运营，流量为王，没有

流量一切都是浮云。作为一种引流手段，

低价包邮具有成本优势。还有一种是“赚

销量”。一种商品一旦上了规模之后，其

赢利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

需要提醒的是——— “9 . 9元包邮”不

能步入“低价游”套路。对于消费者来

说，追求价廉物美是可以的，而且互联网

确实给商业带来了更多变化，让很多不可

能成为可能，但也要知道，现在市场上一

些低价包邮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有

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安全危险。对此，更应该

让监管长出牙齿，按照规定严格处罚，保

证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权益。(毛建国)

E 秉笔直言

“9 . 9元包邮”
又走“低价游”套路

E 不吐不快

处方药
须处方买

网络购药监管跟不上发展需要，致使有些人利用药

品网络销售的监管漏洞，干起了无需医生就可以开处方药

等非法勾当，拿患者性命开玩笑，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