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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全面推
进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治理

一是全面督促自查整改。

部署全县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

按照要求开展自查整改。二是全

面排查风险隐患。通过审查经营

使用单位自查整改报告，对重点

环节开展现场监督检查。三是全

面开展条例宣贯。全县系统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传新

《条例》，并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

加培训。 （关建华）

沈丘县：巡察督导又增新内容
“冯营乡组织乡村应急抢险队员1000

余人严防死守，辖区内没有一处过境河道

漫堤，辖区内2个行政村耕地内涝近1000

亩，乡党委组织农机10余台积极排涝，力

争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内涝给人民群众带来

的农作物减收减产。”沈丘县冯营乡党委书

记董启超向县委第四督导组汇报。

近日，沈丘县委巡察机构成立5个督导

组对34家单位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

专项督导，同时，为积极响应防汛号召，把被

巡察单位贯彻落实上级防汛工作精神纳入

本次督导内容，与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

章”同安排同部署，特别是对本次督导的10

个乡镇，关于防汛工作重点督导四个方面内

容，一是党委传达上级部署情况，看是否及

时召开防汛工作专题会议，是否制订抢险应

急预案，是否24小时专人值班等。二是实

地查看辖区内重点河段布防落实情况，看是

否设置警示牌，是否列入重点关注区域。三

是实地查看辖区内群众危房排查情况，看是

否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四是查

看行政村排查耕地内涝情况，看是否及时对

辖区内低洼地块采用大型机械排水。

本次督导的34个单位防汛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地开展。 （曹勇）

近日，濮阳市市场监管局采取得力措

施，扎实开展城区电（机）动三轮、四轮车

专项整治行动。

紧盯停售，加强宣传引导。该局明确

了未经国家机动车主管部门许可、不符合

国家强制性标准等5种停售行为，对8月

10日前主动停售的，不予处罚或减轻处

罚，对8月10日后仍进行销售的，将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处罚，坚决杜绝非法销售行为。

密切协作，形成整治合力。该局注重

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将该市城区电（机）动三轮、四轮车经

销户注册登记信息及时推送给公安机

关。对不听从指挥、扰乱整治工作秩序等

不法商户，由公安部门予以打击，形成推

进专项整治的强大声势和震慑压力。

疏堵结合，建立便民平台。该局加强

与商务部门的沟通，在该市花乡二手车交

易市场建立电（机）动三轮、四轮车交易专

区，帮助商户消化库存、减少存量。同时

对市城区市民使用的淘汰车辆建立一个

便民服务平台，为三轮、四轮车交易提供

点对点服务。

延伸服务，支持商户转行。积极做

好电（机）动三轮、四轮车经销户的说服

引导工作，凡有商户办理经销业务范围

变更的，在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证照办理时提供政策解读、技术咨询等服

务，办理变更手续时开通绿色通道，即开

即办。 （刘新霞）

濮阳市市场监管局

规范电动三轮四轮车销售行为

8月3日上午，民权县政府食安委副

主任陈鸿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邵忠杰等相关负责人，深入市场查看疫情

防控常态化工作。

本次督导检查，随机抽查了该县大润

发超市、好医生大药店、淼福猪肚鸡等经营

场所。检查中，陈鸿志强调：要时刻紧绷疫

情防控这根弦。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全省全市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切实承

担起监管职责，对药店实行网络化管理，真

检查、全覆盖，确保全县发热类、呼吸道感

染类药品全部下架、封存；药品经营者在大

疫面前要守好关卡，严格按照《民权县疫情

期间建议下架药品参考目录》下架封存相

关药品，对到药店购买“一退两抗”药品的

消费者，做好记录，完善好购买退烧、抗病

毒、抗菌类药品顾客信息登记表。严格执

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超市、餐馆等单

位要加强内部管理，做好防疫健康二维码、

行程码查验工作及测温门、一米线、戴口

罩、配备消毒液等防控措施；市场监管部门

要加强执法监管，针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

责令其限期整改，涉及犯罪的，立即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疫情防控和消

防安全同等重要。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

治担当，在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对消

防安全切忌掉以轻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本报记者李海旭
通讯员康丹阳吴瑞琴文/图）

此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濮阳市

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紧急动员部署，迅

速展开行动，认真按照上级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明确职责任务，主动放弃双休日，深

入开展市场监管疫情防控专项执法检查，

全力守护公众食品药品安全，坚决打赢新

一轮疫情防控阻击战。

加大餐饮聚餐风险排查力度。该局加

大监管频率，督促全区餐饮服务单位严格

落实防控措施，做好佩戴口罩、经营场所消

杀、防疫物资储备、使用公勺公筷。按照所

有红事缓办，白事简办的原则，要求餐饮服

务单位严格管理聚集性活动，持续保持卫生

干净，物品摆放整齐，“三防”设施有效使用。

督促药品零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该

局监管人员督促各药店认真落实进店戴口

罩、测体温、一米线等防疫措施。全区各个

药品经营单位和医疗机构暂停销售退烧、止

咳、抗病毒、抗生素类药物。同时，按照“全

覆盖、无死角、无盲区、无空白”的原则持续

开展经营场所环境消杀工作，并进行形式多

样的防疫知识宣传，提醒顾客戴好口罩。

持续开展冷链食品监管。该局迅速组

织人员到指定卡点排查进口冷链食品。深

入检查进口畜禽肉、水产品、冷冻冷藏水果

等冷链食品的“三专、三证、四不”落实到位

情况；督促进口冷链食品经营单位全面运

用“豫冷链”系统，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提

前报备、核酸检测、入库追溯、流向核查等制

度；严格按照要求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认真执行冷链食品溯源管理，记录好出入

库数据商品信息，保证每批次产品来源可

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 （王东山）

濮阳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

保障公众食品药品安全

□本报记者李海旭

记者从河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8月

3日，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省市场监

管系统机关带系统转行风工作电视电话

会。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自

明出席会议并宣读《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机关带系统转行风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省市场监管局一

级巡视员余兴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全

省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机关带系统转行风

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

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动员全系统

党员干部职工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

工作效能，采取有力举措，着力打造“讲政

治、讲纪律、守规矩”的高素质市场监管干

部队伍，为推进全省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作风纪律保证。

会议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

远没有休止符。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要以

此次机关带系统转行风试点为契机，认真

解决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

扎实的作风建设，努力打造“政治坚定、忠

诚为民；业务精通、担当尽责；执法公正、

监管有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河南市

场监管干部队伍。

强化理论武装引领作风转变。会议

要求，全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会议部署

和《实施方案》，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再动

员再安排。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将作风

建设与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进一

步统一思想行动，激发干劲斗志。要严格

落实各级党组织会议第一议题制度，发挥

理论学习中心组领学促学作用，推进理论

学习入脑入心，为党员干部加强作风建

设、坚守人民立场、服务中心大局打牢思

想根基。

强化组织建设推动作风转变。会议

要求，全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把作风建

设作为提升基层组织力的重要保证，充分

利用“三会一课”、思想汇报、谈心谈话、主

题党日等多种方式，深入查找作风建设存

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制

定整改落实台账和措施。要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为牵引，推动“抓机关、带系

统、促基层、转行风、办实事、树形象”主题

活动深入开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过硬

的作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强化担当实干体现作风转变。会议

指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围绕营造环境、

规范竞争、促进发展、提升质量、守住底线

等重点问题，大力优化准入、准营、准出和

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监管工具，依靠“制

度+技术”、政策和服务、引导和监管，运用

市场、行政、法律、经济、信用、科技赋能、社

会参与等多种手段，着力破解监管资源和

监管对象不匹配的矛盾，提高综合监管能

力。

强化纪律约束保障作风转变。会议

指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选取反面典型

持续深化开展警示教育，扎实推进以案促

改，以身边人、身边事，引导教育干部职工

切实增强改进纪律作风的政治自觉和思

想自觉。广大党员要从党的意识、组织观

念、工作标准、工作状态、纪律规矩等方面

进行检视反思，对查摆出的问题要建立台

账清单、认真整改到位。

今年，固始县徐集乡创新举措、扎实

推进，精心组织开展“万人助万企行动”。

该乡成立了“万人助万企行动”领

导小组，党委书记、乡长任正副组长。

为确保“万人助万企行动”让企业得实

惠、干部受锻炼，乡里专门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制订机关干部下基层助力企业

发展服务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万人助

万企行动”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工作

机制。

该乡重点统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创

新开展当好企业服务员等活动。全乡11

名科级干部，作为助企工作队队长，每个

工作队下设1~3个工作组，选拔优秀年轻

干部为工作组成员。该乡按照“科级干部

包片、一般级干部包村、所有干部包企”的

方式精准对接、组团服务企业。为充分发

挥干部服务企业“联络员”、企业党建“指

导员”的作用，该乡逐一安排干部详细掌

握企业基本情况，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政

策，建立“一企一册”服务档案，对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服务需求和意

见建议做好解答和协调，并妥善解决。

（丁昌铭）

河南省市场监管系统

机关带系统 转行风 强队伍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固始县徐集乡 开展万人助万企行动

产 业 力 量 · 村 庄 崛 起

方城县各乡镇党委书记、县乡村振兴相关单位负责人到广阳镇调研三贤山景区打造情况。余海涛摄

□本报记者李海旭实习生安子逸

山青，水碧，风景秀丽。传统村落，

背靠道教名山。 方城县广阳镇三贤村，

一个仅有46户人家160多口人的小山

村，在当地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村庄。

三贤村之名，不仅因为其自然风

光秀美，更因为其源远流长的道教文

化，以及历经千年被传承下来的中药方

子，和一枝独秀的中医药特色产业。

背靠道教名山 风景秀丽入画来

7月10日，盛夏的烈日照耀着大

地。走进三贤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弯湖水，碧波荡漾，游客们正惬意地在

水中划船游玩，一条条色彩艳丽的小船

摇曳在碧水中，与四周俊美的山水和谐

融为一体。

举目远望，三贤村就坐落在三贤

山脚下，山青水碧，地势蜿蜒起伏，宛若

一幅美丽的画卷。村子巷陌深处，房屋

因地势而建，石墙灰瓦，错落有致。古

朴的石头房、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绿树

碧草绕亭的游园，呈现出三贤村的美丽

风采。历经岁月洗礼，三贤村既保持着

传统山村的宁静祥和，同时亦有着展翅

欲飞的新时代新气象。

三贤山位于三贤村的右后方，海

拔553米。相传刘秀起兵南阳，曾被王

莽军队追至此山，危急时得到在此修道

的魏伯阳、燕子龄、闫子奇鼎力相助，得

以脱险，后光武帝建成霸业，封三道人

为“三贤”，赐该山为“三贤山”。三贤山

有建筑五极天尊殿、圣宫圣母殿、祖师

殿、玉皇殿等三十余间。此外，该山道

人熬制的“益母膏”为补血养气之中药

良品，久负盛名，被南阳市相关部门认

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近年来，三贤山和三贤村区域因

其秀美的风景和知名的道教文化，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传承“非遗”项目 中医产业美名扬

“三贤村现有的产业是中药三贤

山杨清型益母膏。”广阳镇规划办主任

张提介绍说。

“这是自动化的中药膏剂生产线，

这个生产线是2014年建起来的，每天

可以生产2000瓶益母膏。”走进三贤村

内的益母膏生产车间，三贤山益母膏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杨锦坡介绍

说。

“三贤山益母膏的发源地是杨锦

坡家，是从三贤山上祖传下来的。因为

杨锦坡的父亲杨清型12岁在山上的道

观出家，是三贤山道教第二十四代弟

子，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山上下来回到了

三贤村，开始为老百姓行医看病。过去

益母膏是在山上熬制的，从山上传承下

来落户到了我们村。”三贤村党支部书

记王春朝自豪地介绍了三贤山益母膏

的“前世今生”。

据王春朝介绍，杨锦坡酷爱中医，

不仅传承了父亲的“衣钵”，而且还进

入南阳张仲景国医大学系统学习了中

医知识，广博群书，认真钻研，目前已

是一名具有副高职称的医生。他通过

不断钻研创新，把益母膏单品创新至

今天的八个种类。杨锦坡的医术在广

阳镇可谓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也不乏

来自外省的病人。

杨锦坡不仅是百姓眼中的“杨大

夫”“非遗传承人”，还是企业家“杨

总”，他开发的三贤山益母膏等8大系

列产品，去年销量达700多万元，产品

卖到了全国各地。

记者通过了解还得知，以三贤山

益母膏的古方为传承生产益母膏的，

不仅只有三贤村杨锦坡一家，另外还

有两家：一家在山后面的小石坪村，还

有一家是三贤山上的道人。“这3家生

产加工的益母膏一脉相承，配方均出

自三贤山。目前这3家的年产值加起

来大约有1500万元。三贤山益母膏

在百姓中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认

可度，下一步我们广阳镇将发挥独特

的中医药产业品牌优势，在三贤山附

近建设一个中医堂和村史博物馆，进

一步把广阳镇的中医药产业做大做

强。”广阳镇党委书记王成杰说。

来自久远年代，根植南阳沃土，中

医“非遗”保护项目，三贤山“益母膏”

历久弥新，不断被发扬光大，造福更多

百姓。

村民勤劳又重教 小村培育人才多

三贤村民风淳朴，邻里和睦，村民

勤劳正直。近年来，在村“两委”班子

的引领下，民风更加文明向上。

“村民家家户户重视教育，孩子们

都去镇里上学（距离镇上4公里）。我

常常教育孩子们：只有学习、只有上学

才会有更好的出路。”王春朝以朴实的

话语说。

也正是在三贤村一代代人勤劳重

教的言传身教影响下，这些年，这个仅

有46户人家的小山村可谓人才辈出。

杨锦坡有三个妹子、弟兄两个。

他父亲更不用说，是有名的老中医。

他们一家现在都从事中医药这个行

业，他妹妹在南阳市开了一家药店，做

得也不错。

除了杨锦坡一家外，该村还出了

不少西医人才。老一代的王荣昌在县

卫生系统工作，现在老宅子还在村上，

还经常回来。年轻一代有在方城县公

疗医院工作的，有在县城关镇医院工

作的……既有医生，也有护士。最优

秀要数王茂文，现在在县城关镇医院

任党委书记，并且擅长心脑血管疾病

的治疗。

“我们村经商当老板的也出了好

几个！而且干得都很不错。”王春朝

说。

王春太就是一位从三贤村走出去

的企业家。从山村走出去后，他不管

到哪个地方去做实体，都能够与周边

群众共同发展，以德树企。他现在已

经形成了集团公司，主要业务有养老

中心、风景区、矿山、销售公司等。

三贤村景区的开发，王春太早在20

年前就有这种想法。怀着对家乡的一

腔情怀，他从2015年开始投资开发三

贤村景区，截至目前已投入8400万

元。规划建设、流转土地，建成有5座水

坝、5个水库和栈道、亭子。“修水库的目

的就是为了美化村庄，山水相映，让这

个小山村庄靓丽起来，这就是我们王春

太董事长的初衷。仅水塘就投资了近

千万元，此外还绿化荒山1000多亩，种

植的黄楝树，一入秋都变成金黄色，冬

天就变成红色，非常漂亮！”三贤村投资

公司总经理杨宝介绍说。

更让三贤村村民骄傲的是：在年

轻一代中，又培育出了不少大学生，不

仅有考入“985”“211”知名大学的，而

且还培养出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王春朝的女儿目前正在福建师范

大学物理专业读博士。“只能说务实才

能成功”！王春朝朴实地总结说。

怡然迈入新时代 嵌入政府蓝图中

岁月峥嵘，步履铿锵。一幅新时

代的蓝图，目前正在方城县、正在广阳

镇徐徐展开。

“在方城县委、县政府今年刚刚出

台的发展规划中，广阳镇被确定为‘工

业+龙头企业’综合片区。规划从镇区

向北，把三贤村等10个村全部规划进

来，共涉及22平方公里，把凤凰山社

区的钻石工业、三贤山4A级景区旅

游、三贤山益母膏中医药产业、新集村

葫芦烙画产业等，和道教文化、民俗文

化、康养结合、特色产品结合到一块

儿，打通方城县西部旅游格局。”王成

杰介绍说。

现在广阳镇围绕着三贤山一共申

报了3个传统村落：三贤村、荞麦山村、

小石坪村。首批采用承包租赁的方式，

先在三贤村、小石坪村选择20户农家

小院进行打造，结合传统村庄的项目打

造高品质的民宿和餐饮服务，并打造小

石坪村竹竿特色一条街，使游客能够在

这里吃、住、游玩，能够留得住游客。

三贤山旅游景区区位优势显著，

距离南阳市40多公里，距离方城县城

只有30多公里，距离南召县云阳镇不

到30公里，交通便利，发展旅游产业

前景广阔。“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

展。下一步，我们要依托中南钻石工

业，挖掘工业特色元素，打造旅游产

业，提升老百姓的就业率。所以，在广

阳镇‘工业+龙头企业’综合片区规划

蓝图里，致力打造钻石小镇旅游经济

圈，三贤村就是我们先试先行的新农

村样板！”王成杰充满激情地说。

在不知不觉中，三贤村迈入了新

时代。这个小山村及其所携带的珍贵

元素，必将会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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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人民政府食安委副主任陈鸿志（左三）、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邵忠杰（左一）深

入市场查看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