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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小学教师
资格面试 19 日开始
据省考试局消息：2018 年上半
年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将于 5 月 19 日至 20 日举行，全
省共有 6998 名考生参加考试。
（记者 黄婷）

3 批次酒类产品抽检不合格

金海马西沙醇酒
超范围使用甜蜜素
近期，海南省食药监局组织抽
检酒类产品 17 批次，抽样检验项目
合格样品 14 批次，不合格样品 3 批
次。其中，海南金海马酒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西沙醇酒被检出甜蜜素，
根据规定为不得使用。针对抽检
中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我省食药监
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法查处。
海南黎轩酿酒有限公司生产
的黎轩牌酉并滴，酒精度检出值为
13.6%vol，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为
15±1.0%vol。
海南黎药堂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生产的黎药堂牌益智酒，酒
精度检出值为 29.9%vol，产品包装
标签明示值为 32%vol，产品明示
标 准 （Q/LYT0001S） 规 定 为
32.0±1.0%vol。
据了解，酒精度是白酒的一个
理化指标，含量不达标会影响白酒
的品质。
（记者 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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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过期药回收

药方
难寻
家中大扫除，药箱一并
整理，发现不少药品已经过
期了，挑出来直接扔进垃圾
箱。这样的场景对很多人
来说并不陌生。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
确 列 入《国 家 危 险 废 物 名
录》，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长期以来，家庭过期药
品并没有被专门回收和处
理，大部分都作为普通生活
垃圾直接扔掉，家庭过期药
品 面 临 无 人 回 收、无 处 回
收、难以回收的尴尬局面。

为强化巡游出租汽车、网约
车行业监管，提升运营服务水
平，着力解决出租汽车驾驶员拒
载、不打表、诱导乘客消费等服
务质量问题，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目前正在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
提升专项整治行动。
为了监督巡游出租汽车的服
务态度，相关部门还会聘请志愿
者开展暗访活动，届时由投诉中
心统一进行培训，不定期开展巡
游出租汽车拒载、不打表、议
价、故意绕道、途中甩客、服务
态度差等违规行为的暗访，投诉
受理中心负责对暗访的巡游出租
汽车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
（记者 王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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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药品对环境造成直接污染
《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
书》披露，我国约有 78.6％的家庭备
有家庭小药箱，其中，30％至 40％
的药品超过有效期 3 年以上，80％
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
习惯，全国一年产生家庭过期药品
约 1.5 万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师
于磊说，大多数药品过期后容易分
解、蒸发，散发有毒气体，造成室内
环境污染，严重时还会对人体呼吸
道产生危害。过期药品被作为生
活垃圾处理，会对空气、土壤和水
源环境造成直接污染。

然而记者走访成都、长春等地
发现，目前大部分小区都很难见到
过期药品回收点。一些不法商贩
还 收 购 过 期 药 品 ，进 行“ 翻 新 加
工”，然后再售卖到其他地区或偏
远的农村。
“ 过了有效期的药品，3
折或 5 折回收……”在一些城市大
医院附近的小街上，
“ 收药”的小摊
子或小广告随处可见。一位回收
过期药的药贩子说：
“ 过期药一般
卖到农村或者小诊所，像有些散装
的药片，又没写过期时间，一般回
收就几毛钱一片，重新包装后一片
能卖几块钱，
很好卖！”

定点回收？太难！

过期药回收长效机制缺失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还没
有建立完整的过期药品回收长效
机制。
——缺乏责任主体。我国《药
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将“超过有
效期的药品”定性为“劣药”，并禁
止生产和销售劣药，而对过期药品
的处理行为却没有说明，对实施处
理过期药品的责任主体也没有规
定。当前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还仅
靠个别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公益性
活动实施。
——群众回收意识不足。记者

走访发现，很多人对过期药的危害
认识不足，缺乏主动回收的意识。
——尚未形成长效机制。记
者从吉林省内某大型连锁药店了
解到，该药店只在食药监部门通知
搞活动期间接收过期药品回收，一
年也就 2－3 次。
“ 由于过期药品的
特殊性，需要应用医疗用品的专业
销毁方式进行销毁。但很多地方
销毁费用过于昂贵，不菲的销毁费
用成为制约企业继续进行该项公
益事业的瓶颈。”广州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市场策划部部长陈志钊说。

过期药品回收需全社会共同参与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希望有
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做后半段无
害化处理的事情，而不用企业去承
担这方面的费用。对于从事过期
药品回收的企业，希望国家在税收
减免等方面予以支持。”陈志钊说，
对于过期药废弃之后的无害化处
理，需要有一个明晰的责任，可引
领行业协会探索设立废弃药品无
害化处置专项补贴，对回收处置工
作好的企业进行奖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万宁：
1888 999 1110 东方：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俊海认为，利用“互联网＋”，让过
期药品回收变得更加简单高效不
失为一个有益探索。但仍亟待加
快建立统一长效的规范化回收机
制，改变目前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仅
依靠个别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公益
性活动开展的现状。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
心主任杨朝霞认为，政府应鼓励社
会 组 织 积 极 参 与 ，引 入 第 三 方 力
量，共同解决过期药品回收难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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