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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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5名“影子药师”予以曝
光。（12月7日澎湃新闻）

有关“影子药师”这一现象，
早有新闻报道过，一些考取了执
业药师证的人把证放到药店，按
月就能领取一两千元租金，有专
门的租赁网站提供租证交易，甚
至衍生出大批只为“租证”而考
证的人群。尽管国家规定新开药
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并加大了
监管力度，但当前很多药店只见
证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现象
依然严重，且形成了一条药师租
证、药店用证、专业网站搭桥的
黑色产业链。

之所以造成这种屡禁不止
的现象，一是利益原因，药店聘
请一个执业药师需要至少发放

每月四五千元的薪水，而租证只
需要一两千元，显然成本支出少
多了；另一个是药店的社会公共
服务性质不足，成为了商业性卖
场， 收入主要依靠推销OTC药
品、保健品，因此也没有了聘请
全职执业药师的意愿。另外一个
问题也直接导致了这一问题的
日趋严重性，据报道，目前我国
现有连锁药店和单体药店总计
45万家左右，而根据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
认证中心的数据， 截至2017年9
月底，注册于药房的执业药师35
万余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
医院的正规工作人员。市场需求
与人员短缺的矛盾便给“租证”、
“挂证”提供了很大的市场。

但是，执业药师作为负责提
供药物知识及药事服务的专业
技术人员，是解答民众有关药物
问题的最适当人选，也是保证百
姓用药安全的重要屏障。我们不

难发现， 不少人的药物知识匮
乏， 且存在不少的用药误区，不
需要用药的自限性疾病也有不
少人盲目服药， 甚至是滥用药
物，尤其是滥用抗生素，这些都
会给国人的健康埋下极大的隐
患。而如果民众在购药时能够得
到执业药师的专业指点和建议，
便可以避免很多错误，从而达到
安全、科学用药的效果。

针对目前屡禁不止的“租
证”、“挂证”问题，除加大整顿力
度之外，还需要在缩小执业药师
的供需比上下功夫，一方面需要
大力培养合格的执业药师，缓解
目前的失衡；另一方面还要对现
有的市场药店进行再审核，对于
一些明显不合格的药店要实行
关停并转。对于“租证”者和挂证
药店，要建立黑名单制度，租证
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设立行业禁
入，规定几年内不得从事相关工
作，对专业考证“租证”者，可罚

没收入并处罚款，只有提高其违
法成本，才能形成震慑。

另外，目前市场上的药店因
其商业属性过重，导致偏离了社
会公共服务的定位，自然也就使
得执业药师的药事服务不受重
视，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必须将药
店的药事服务纳入监管范畴，促
使药店提升药事服务这一附加
值，将如今的“推销药物为主”变
为在服务到位的基础上树立商
业口碑，这样达到服务与经营的
双赢局面后，亦可有效刺激药店
聘请执业药师的积极性。

总之，在严查“影子药师”的
同时， 促进药店规范化经营、实
现药学服务队伍的职业化、提高
医药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
平，以及让药店回归提供公共医
疗服务的本位，这些手段缺一不
可，也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真正
彻底解决屡禁不止的“挂证”乱
象。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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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杜绝“影子药师”，须多管齐下

本报12月7日讯 轻点鼠
标， 省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时
了解政府财政支出从申请、审
批到拨付、支出的全过程。今天
上午， 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正式开通。

加强预算审查监督， 是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
权，是为人民管好“钱袋子”的
重要手段。以往，省人大常委
会想了解预算管理有关情况，
需人工向省财政部门调取资
料，但及时性、全面性难以保
证，影响了监督效果。按照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部署要
求， 省人大常委会经过4个多
月的努力，建立了预算联网监
督系统，通过与省财政厅的部
门预算管理、 国库集中支付、
转移支付等预算信息实行联
网对接，从而可以实时查询分
析省直各部门预算执行数据，
进而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
程跟踪监督。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韩永文， 副主任陈君
文，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开通

仪式。
记者在系统查询演示现场

看到， 工作人员输入口令进入
系统后， 选取了某省直部门的
预算用款情况进行查询。随即，
该部门各笔用款的时间、 具体
用途、资金性质、付款方收款方
等信息，立时呈现在屏幕上，一
目了然。

“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的建立， 将从根本上改变以
往人大预算监督侧重于事后监
督的不足，实现监督关口前移，
形成事前审查批准、 事中监督
提醒、 事后监督问责的全程监
督模式。”韩永文说，这对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工作，强化预算约束，
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具有
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强
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监
督重点，发挥联网的功能和优
势，提高预算审查监督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更好地发挥财政
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作用。

■记者 刘文韬

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开通

轻点鼠标，实时监控财政支出全过程

目前， 省人大预算联网监
督系统已联通省财政部门7个
管理系统：

部门预算管理系统： 可查
询省直部门预算情况以及与预
算相关的单位基本情况。

财政转移支付综合管理系
统： 可查询财政部下达我省的
转移支付指标文号、资金额度、
下达时间等信息， 包括一般性
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管理系统： 可查
询省级财政支出和对市县转移
支付支出的指标下达情况。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系统：
可查询省财政厅通过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系统拨付的每笔支出
详情， 以及省级预算单位部门
预算用款计划申请、 下达和资
金支付申请、拨付情况。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动态管
理系统： 可查询各单位资产购
置、使用和处置情况。

政府采购管理系统： 可查
询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中
标信息和采购合同等情况。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可查
询省市县三级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已联通省财政7个管理系统

本报12月7日讯 5日至7日，国
家土地督察武汉局鄂湘黔农村土地
改革试点工作推进现场会在浏阳召
开。会上，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负责
人指出，浏阳做法有针对性、代表性
和启发性，既是浏阳市改革工作成
果的展示，更是交流研讨的样本。

推出全新制度———建设权证

记者获悉， 湖南唯一一个国
家级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区浏阳，
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建
设权证”，与会专家对这一创新做
法予以肯定。 根据浏阳市政府出
台的“建设权证”暂行办法，每将
其中一亩复垦为耕地， 所在集体
经济组织就能获得一亩地的“建
设权证指标”。

在浏阳永安镇西湖潭村，一个

300余亩的家具产业园项目已破土
动工，这一产业园的主体公司就是
在前不久买下了当地几个村组织
通过复垦获得的“建设权证指标”。

“开始大家都有所怀疑，但在
当初承诺的权益一一兑现后，他
们的热情便被调动起来了。”西湖
潭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和胜介绍，
目前每亩地每年租金顶多800
元，通过集体土地入市，一亩地每
年的分红就有8000元，3%归村集
体合作社，7%归村民， 一亩地一
年分到村民头上就有5600元。

“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实
施后， 通过土地整治将农村闲置
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或绿
地， 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 还能切实维护农民的
利益， 让他们得到更多土地增值
收益。”永安镇负责人介绍。

农村宅基地改革全面铺开

据了解，浏阳市自2015年起开
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2016年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三项试点工作（宅基地制度改
革、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
革、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目前，该市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全面铺开，
完成宅基地确权28.75万宗， 确权
率达84.22%； 办理农房抵押贷款
33.38亿元，惠及农户1.68万户。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
革快速见效， 初步形成了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完成了大瑶
金色摇篮幼儿园等10宗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527.58亩，
成交总价款5893.32万元。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杨波 王艳明

集体土地入市，收益一年涨10倍
鄂湘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推进现场会召开，浏阳经验成交流样本

12月7日，车辆在长沙机场大道高架桥上畅行。当天，机场大道提质改造工程主体完工通车，目前正在进行绿
化、亮化等扫尾工作，预计年底全线完工。 机场大道提质改造工程起于长永高速黄花收费站，与机场T1、T2航站楼
匝道相连，终点接机场联络线南延线起点，采用主道6车道、辅道4车道设计。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