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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式集中开展“六进”活动

“这两种药谁真谁假，你们分辨得
出吗？”11月2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安
全用药宣传活动走进铜梁区土桥镇。
因为趣味新颖，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
围观，让老百姓掌握了一些“两法”和
安全用药科普知识，深受群众喜欢。

11月21日，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陈玉强带着药品科、器械化
妆品科、法制科以及大周镇在内的4
个乡镇的近30名执法人员走进万州
区第六人民医院宣传“两法”。活动当
天，执法人员对该单位的疫苗储存情
况以及医疗器械质量安全进行了检
查，同时送去“两法”读本，对“两法”进
行解读和讲解。现场，在疫苗的一间
存储室，一台装有数字传感器的冰箱
格外醒目。冰箱里装满了各类疫苗，
冰箱外侧传感器实时显示温度、湿度
等，符合疫苗安全储存规定。

“进乡镇、进单位只是‘六进’中的
两个环节。”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把“两法”和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开来，
他们探索出多渠道、多形式的“六进”
活动。具体来讲，“进机关”即联合各
检查局、各区县市场局，把“两法”和安
全用药宣传资料赠阅各级机关，并在
机关办公场所张贴宣传海报等。“进乡

村”即组织法律专家、药学专家等，利
用农村赶集日通过展示假劣药、现场
答疑、义诊咨询等方式开展宣传活
动。“进社区”即组织法律专家、药学专
家等，对社区居民开展知法懂法、维护
自身用药安全合法权益的宣传。“进学
校”即组织法律专家、药学专家等为中
小学师生、幼儿园老师上“两法”和安
全用药示范课，强化儿童和青少年用
药安全知识的普及。“进企业”即组织
法律专家、监管执法人员等到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宣讲“两法”，重点解读企
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进单位”即组织法律专家、药学医学
专家等，到当地疫苗接送点、社区医院
开展《疫苗管理法》专题示范讲解以及
疫苗接种流程规范化实作培训等，帮
助群众正确认识疫苗。

该负责人强调，通过开展“六进”
活动，将有效推动各级药品监管部门
依法从严监管，落实监管责任，认真落
实“四个最严”要求，全面贯彻实施新
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和新制定的《疫

苗管理法》，进一步加大药品安全监管
力度，始终保持严厉打击药品安全违
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督促药品企
业守法合规经营，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引导全市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相关社
会组织、学术团体和广大药学工作者，
积极加入药品监管部门倡导的安全用
药科普行动。

“两法”和用药常识送到家门口

“老大爷，您要按照说明书上写的
方法，合理用药，不要相信别人给您推
销的‘灵丹妙药’……狗皮膏药等广
告”。日前，在市药监局指导下，铜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区中医院的药
师在明月广场设置宣传咨询点，向路
过的市民宣传安全用药知识，引导群
众合理用药、科学用药，提高安全用药
意识。

铜梁区开展的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宣传，只是全市开展“两法”和安全用

药“六进”活动的一个缩影。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药品安

全工作，推动我国药品安全法律法规

逐步发展完善，保障和促进了公众健
康。新制定的《疫苗管理法》和新修订
的《药品管理法》在今年先后出台，并
伴随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深
化，意味着药品监督管理进入了史上
最严。

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
国安全用药月”期间，市药监局将组织
指导各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解答群众问题、介绍安全用
药知识、展示真假药品、张贴安全用药
宣传画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用药
理念和科普知识，列出群众常见的用
药误区，特别是混淆保健食品和药品
等常见误区进行梳理解读。同时，针
对儿童、老年人等免疫力低下的群体
宣传安全用药知识，形成特殊人群用
药的科普干预，推动家庭重视和关注
药品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自“全国安全用药
月”活动启动以来，市、区县两级监管
部门，在社区等设立宣传专栏，在药店
设置宣传挂贴，在商圈等通过电子显
示屏宣传安全用药知识。同时，还组
织力量对全市药品经营单位开展质量
大检查，加强销售环节的安全监管，进
一步规范了药品市场秩序。

张亚飞 刘玉珮

安全用药 良法善治
我市集中开展“两法”宣传和安全用药“六进”活动

“两法”（即新制定的
《疫苗管理法》和新修订的
《药品管理法》）和安全用
药科普宣传，一头连着监
管部门，一头维系着群众
利益。利用十八般武艺加
强普法宣传，是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作。

为督促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学通弄懂

“两法”，推动城乡居民了
解掌握“两法”和安全用药
科普常识，市药监局认真
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在

“全国安全用药月”期间，
以“安全用药 良法善治”
为主题，通过“六进”（即进
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
动，集中开展“两法”和安
全用药科普知识宣传，提
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
养、推动药品安全社会共
建共治共享。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8月26日
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该法规定了药品从研发到

上市后全环节管理等具体内容，
规定了药品企业主体、政府和监
管部门、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
社会大众各方职责，充分体现了

“四个最严”、“四个最新”等特
点。

新法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
法》于2019年6月29日由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作为
全球首部综合性疫苗管理法律，

该法对免疫规划制度、儿童实行
预防接种证制度、接种疫苗收
费、疫苗异常反应的无过错补偿
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充分体现
了国家坚持疫苗产品的战略性
和公益性等特点。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

新制定的《疫苗管理法》

铜梁区市场监管局在土桥镇开展安全用药月宣传 摄/莫昌斌

万州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19年安全用药月暨两法宣传六进活动

村民“状告”他不近人情

这本账单早在夏强进村时就开
始酝酿。

去年8月，垫江县总工会党组成
员、经审委主任，县职工服务（帮扶）中
心主任夏强被派驻到高石村担任扶贫
第一书记。

刚开始听说村里要来个第一书
记，村民们根本没把他看在眼里，“从
城里来的干部能干啥？还不是来混
混日子，搞起耍的。”高石村村主任刘
兴龙也觉得，他就是走走过场。

然而一年时间，15公里硬化路通
到村里；全村畜牧饮水和农田灌溉的
储水问题得以解决；3公里饮水管网
完成改造；全村13户建卡贫困户危房
改造建设全部完成……

这让刘兴龙刮目相看。
让刘兴龙感到新奇的事远不止

于此。去年8月以来，村里发生的稀
奇事一件接一件。

几天前，村民吴大才用背篼背了
两个大南瓜，走了40多分钟到村委
会，要将其送给驻村工作队。夏强不
接受，吴大才冒了火，说他“不近人
情”。

刘永荣家庭困难，儿子刘俊林初

中毕业就外出务工。在夏强的多方
协调下，刘俊林被安排到县职教中心
读书，并为其办理了享受国家扶贫教
育相关政策，解决了刘永荣一直以来
的心病。

听说城里人稀罕野味，刘永荣专
门空出两天时间，放下手中农活，捉了
10斤黄鳝送给夏强，结果被拒收了。

刘永荣不甘心，送进送出好几
次，始终未能如愿。去年春节前，垫
江县委主要领导走访刘永荣家时，刘
永荣向领导“告了一状”。

吃“闭门羹”的不止刘永荣。
曾有村民将自家种的时令蔬菜

送去酬谢，但不是被婉言拒绝就是被
夏强追出好远，硬将钱塞到衣兜里。

一来二去，村民们想了一个法
子：偷偷送。

趁工作队成员出去走访后，村民
们就会把东西放在办公室门口，有的
夹在防盗窗上，还有的看到办公室没
人直接把东西从窗户丢进来。

由于不知道是谁拿来的，刘兴龙
就全部记录下来。

穿着筒靴走村串户

夏强不仅不拿村民的东西，还往

村里送东西。
刚来时，村办公室条件较差，墙

面发霉，只有一台办公电脑，还是坏
的。夏强向县总工会申请，不仅配齐
了电脑，还送来了打印机、空调。

办公设施备齐，进村的装备也不
能落下。

夏强在办公室随时备着筒靴和
木棍，汽车后备箱也装了钳子、扳手、
铁锹等各种工具。穿筒靴为了方便
走泥路，木棍是夏天拿着防蛇用的，
工具箱是方便随时给群众修修补补。

夏强回忆，刚来高石村时，村里
只有 5公里水泥路，其余都是泥巴
路，一到下雨天，路上坑坑洼洼，积满
泥浆，必须要穿筒靴才能“趟过浑
水”。

农忙时节，村民白天不在家，工
作队则夜访，这样既不影响村民生活
生产，又能深入贫困户家中。

64岁的五保户老人余述成家里
住着危房，夏强积极为他争取C、D
级危房改造。去年春节前，余述成手

术出院，夏强从裴兴镇卫生院将老人
接回家，给他家贴上春联挂上红灯
笼，叮嘱他树立信心。

春节期间，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
返乡，夏强再次迈开步子，走访慰问
贫困户家庭，一方面对他们送去温暖
和关怀，一方面了解他们生产生活所
需。

夏强与工作队员用一脚泥土走
进了群众生活。令夏强欣慰的是，这
一年多时间，村里已油化道路 5公
里，硬化道路8.5公里，剩下的3公里
未建道路正在由镇政府筹备招标，确
保两年内全村村级道路硬化全部完
成。

田坎上调解纠纷

在村民吴大云看来，夏强不只是
下乡能手，还是矛盾调解专家。

吴大云回忆，去年12月26日凌
晨1时，儿子和儿媳妇因买房问题闹
得不可开交，要打架，怎么劝都不劝

不住。无奈，他只好向工作队求助。
半夜接到电话，夏强和队员二

话不说，起床披件外套就立马赶到
他家，对其儿子和儿媳妇进行劝
解。一个多小时后，夫妻二人的心
情才缓和下来，最终和解。

夏强他们劝解完回到村委会，已
是凌晨3时。

这一年多时间，类似事情对于夏
强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曾有村民因工伤医药费的事情，
相互拿刀威胁，夏强从村民手中夺过
刀，苦心劝解，最终两人握手言和。

曾有村民因道路纠纷，扬言“不
给补贴，就不准修路！”夏强和驻村工
作队成员上门调解，从下午2时一直

“谈判”到晚上10时，最终在其家人
的共同协调下，矛盾才化解。

夏强说，只要群众来反映事情，
他都会认真聆听并记录下来，然后进
村走访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
除了调解矛盾，夏强还是村民心中的
引路人。

两天前，在垫江县总工会、县司
法局和重庆贤正律师事务所的关心
支持和大力配合下，夏强邀请律师来
高石村开展“送法进村助脱贫”法治
宣讲活动。

上月中旬，在夏强的牵头下，垫
江县总工会邀请全国劳模岳龙芳，重
庆市劳模黄正文、叶清源为高石村的
贫困户和在家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
扶志课。

因为驻村工作队的到来，越来越
多的机遇降临到这个小山村。

垫江县林山香料有限公司流转
土地1042.7亩种植油樟，预计该项目
可实现村集体经济7万元的年收益；2
组村民引进外来资金投建瑞鑫现代
化蛋鸡养殖场，目前鸡已经上苗快1
斤重，有望年底产蛋见收益；扶贫车
间已于8月12日开业，运行良好……

一批“等、靠、要”思想严重的贫
困户，经过大力“扶志”，已陆续通过
公益岗位、外出务工等方式走上了脱
贫的道路。

文/阳欣伶 陈星 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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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靴书记”夏强的扶贫故事

11月12日，门口有
一 袋 干 豇 豆 ，问 了 邻
居，他们也不知道是谁
送的。

11月14日，驻村工
作队走访完贫困户，回
来门口防盗窗上多了
一袋豌豆尖。

……
翻开垫江县裴兴

镇高石村村委会的这
本账单，本子上工整的
字迹记录了去年8月以
来驻村工作队“欠”下
的232笔账。

账单背后有怎样
的故事？

“黄荆棍”和筒靴是夏强与队员走访群众的两样工具 5本笔记记满了夏强入村扶贫以来的工作日志

实地查看高石村石盘冲村级道路硬化工作进展情况

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脱贫攻坚 重庆工会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