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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张店区率先重拳出击电动车、头盔销售乱象

发现哄抬价格，最高可罚50万元
本报淄博 5月 2 1日讯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杨光 ) 近日，为有效保

护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
乘人员和汽车驾乘人员生
命安全，减少交通事故死
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
署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一时间，头盔
变得炙手可热，价格也随
之水涨船高。针对目前市
场上头盔的销售价格，出
现一定程度上涨现象，淄
博市张店区市场监管局在
全市率先对辖区内电动
车、头盔、锁具头盔销售单
位进行检查。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对各销售单位的在售
头盔近期价格变化情况，
是否标注厂名、厂址以及
执行的产品标准等情况
进行了检查，并发出《张

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头盔销售价格的提醒
告诫书》，对全区头盔经
营者及相关单位进行了
价格提醒告诫。

据 悉 ，从 检 查 情 况
看，目前头盔市场主要存
在缺货、无货情况，部分
经销商已经没有库存并
且进不到货，进货价格也
在上涨。部分有货的经营
者头盔销售价格存在一
定程度上涨，涨价幅度在
15元到20元每个左右。下
一步，张店区市场监管局
按照《产品质量法》、《价
格法》要求，加强头盔价
格和质量管理，保持市场
稳定。

《告诫书》要求，经营
者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时，应当自觉依法明码标
价。标价内容要真实明确、

清晰醒目，价格变动要及
时调整。不得价外加价，不
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不得违背消费者意愿
搭售商品、服务或者附加
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
对头盔价格监管力度，及
时受理群众价格投诉举
报，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
法行为。对查实存在哄抬
价格、囤积居奇、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相互串通等价
格违法行为的，依法最高
处违法所得的5倍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典
型案件，将公开曝光；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
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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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社会上有培训机构及个人假借淄博职业学院名义进行虚假招生和考
试培训，为避免广大考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在此声明：

1 .淄博职业学院单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工作严格按照山东省教育厅有关
要求进行，未授权或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招生，也未组织任何考前辅导和
培训。

2 .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任何“过关指导”“保过”“保录取”
“内定名额”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对任何单位或个人假冒淄博职业学院的名义进行招生宣传、辅导和培训，
我校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

4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和举报非法招生和虚假招生的行为，必要时请报警，以
免造成损失。如有疑问，请拨打我校招生咨询电话：0533—2348111。获取招生相
关信息，请登录淄博职业学院官方招生网站http://zb.zbvc.edu.cn/。

淄博职业学院
2020年5月

声 明

淄博职业学院提醒考生警惕招生欺诈行为

近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
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布洛芬
片(0 . 1g和0 . 2g)两规格均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新华制
药成为国内布洛芬片0 . 2g第一家、
0 . 1g第二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的企业。至此，新华制药已有6个
品种、9个规格的固体口服制剂通
过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大研发
战略”再结硕果！

新华制药于2017年初启动布
洛芬片一致性评价工作，经过科研
团队的不懈努力，对不同处方工艺
进行研究筛选、对上百条溶出曲线
进行对比检测，并顺利通过了生物
等效性研究，保证了公司的布洛芬
片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
实现了临床可替代。2019年4月公司

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该项
目申请资料并获受理，10月收到
CDE补充研究通知，今年1月完成
补充资料递交。

布洛芬片为解热镇痛类非处
方药品，是医保甲类药品，用于缓
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

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
经，也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
引起的发热。据资料显示，布洛芬
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美国FDA共同
推荐的儿童退烧药，是公认的儿童
抗炎药。

与一般消炎镇痛药相比，布洛

芬作用强而副作用小，对肝、肾及
造血系统没有明显副作用，特别是
对胃肠道的副作用小。目前，布洛
芬已被《中国药典》、美国、英国、日
本等许多国家的药典以及欧洲药
典收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
应用，成为全球最畅销的非处方药
物之一，和阿司匹林等并列为解热
镇痛药四大支柱产品。我国现已成
为全球市场上布洛芬的第一大生
产国和出口国。

新华制药是全球重要的解热
镇痛药生产和出口基地。新华制药
布洛芬具有卓越的质量。高质量来
自管理体系优势及工艺技术水平
的优势。在GMP的实施上，公司不
仅符合中国GMP要求，而且与欧
盟GMP和美国GMP同步接轨，新
华制药布洛芬原料药获得了欧盟

COS证书、通过了美国FDA现场核
查；片剂年销售量15亿片以上。自
2010年以来，新华制药生产的布洛
芬片先后4次通过英国MHRA认
证，累计出口欧盟25亿片以上。今
年2月公司收到美国FDA批准函：
新华制药布洛芬片(ANDA 202413)
符合美国药品cGMP质量体系要
求，“零缺陷”通过美国FDA认证，
标志着新华牌布洛芬片取得了销
往美国市场的通行证。

近年来，新华制药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项目带动、新业态拉动、人
才促动等“四驱联动”战略，加大新
产品尤其是战略产品的研发投入，
持续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
不断推出创新成果。目前，公司正
在制定“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将
持续助推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

新华制药“大研发战略”再结硕果

布洛芬片两规格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淄博市人社局在全省首推“区块链+政务”服务

工伤认定、社保卡等证明实现手机传输

本报淄博5月21日讯(记者
马玉姝) 为了使广大群众在信
息化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更
好地保护个人权益，更加便捷快
速地享受到暖心政务服务，近日，
淄博市人社局“区块链+政务”服
务平台开始上线测试运行。

“‘区块链+政务’就是把一
系列证(卡)实施电子化，分别由
各发证单位发布到区块链上(即

“还数于民、还证于民”)，建立个
人的‘数字保险箱’。”据市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个人申请数字
保险箱后，就会在区块链上得到
属于自己的那些“链上”证(卡)和
证明材料。当去政府部门或社会

机构办理有关业务时，本人向有
关机构和人员出示，并通过验真
后，会将这些手机上的证件证明
的电子版传输给办事单位。

据悉，市人社局梳理了全
市范围内的个人参保缴费证
明、养老参保缴费凭证、工伤认
定书、劳动能力鉴定书、劳动用
工备案信息表以及社保卡、淄
博精英卡等 7类证明、证照资
料，利用信息化技术，将能够可
信流转的资料信息全部转化为
数字信息资料，统一并入“区块
链+政务”服务平台。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上
链”单位和个人的不断扩大，老

百姓出门办事时，将不用再携
带各种证明、证照材料原件，只
需手机扫码授权，即可登陆“区
块链+政务”服务平台，调取上

“链”的各类证明、证书，通过扫
码传输给“要证单位”，享受类
似支付宝、微信付款那样的“全
透明”、“点对点”、精准、便捷的
服务。

“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上
线后，将大大缩短人社业务的办
理时间，进一步方便服务对象，提
升服务质效，为加快实现人社业
务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一次办
好”改革，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
感做出积极贡献。

淄博高新区开展专项农村黑臭水体专项排查

为8处沟渠坑塘“查体问诊”

本报淄博5月21日讯 (记者
赵原雪 通讯员 王盛利
苗晓雨 ) 为进一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近日，淄博高新
区环保局、建设局、各园区 (街
道 )联合开展了农村黑臭水体
专项排查行动。此次排查行动
以农村房前屋后河塘沟渠为
重点，对辖区内农村黑臭水体
进行全面排查，做到底数清、
成因清。

据了解，在行动中，联合
排查组重点对辖区内8处沟渠
坑塘进行现场查看，并对坑塘
周边存在的潜在污染源进行
现场调查，查找污染隐患点，
建立问题清单。同时，结合黑
臭水体季节性的特点，把夏季

可能成为黑臭水体的坑塘列
入重点管控清单，将存在的污
染隐患及时移交相关责任部
门，督导业主单位落实各项污
染防治措施，严防废水、垃圾
等排入坑塘情况发生，从源头
上防止黑臭水体的产生。

淄博高新区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淄博高
新区将以此次专项排查行动
为基础，建立黑臭水体排查整
治长效机制，对列入重点管控
清单的坑塘，加大周边污染源
管控力度，及时开展垃圾清理
等工作，从源头防止黑臭水体
产生。同时，多举措开展农村
黑臭水体排查工作，及时发现
辖区内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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