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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谢菁菁）

昨日起，

为期半个月的第四季“全国家庭过期药

品回收”活动窗口再次开启。 国内32个城

市的居民，打开手机淘宝或手机支付宝，

扫描药盒上“8”开头的20位追溯码，在跳

转出的详情页上找到“过期药回收”入口，

填写地址、联系方式等资料后，就能一键

预约快递小哥免费上门回收过期药。

据悉， 只要是药盒上有识别码的各

种品牌过期药品，都可以申请免费回收。

液体类药品不在回收之列

在 2016 年新版的《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家庭过期药品被明确纳入其中。

在垃圾分类中，过期药品应被分类到“有

害垃圾”。 但一项网络调查显示，至少有

七成的人家中剩余药品， 都会闲置到过

期而不处理。过期或储存不当的药品，误

服用这类药品不但没有疗效， 而且比平

时更容易出现过敏反应，甚至中毒。

今年 8 月 13 日~8 月 31 日，“全国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 第四季活动将

同时在全国 32 个城市同步开启。支付宝

或淘宝用户通过扫码过期药盒上“8”开

头的 20 位追溯码，在跳转出的详情页上

找到“过期药回收”，填写后就能完成“联

盟”回收过期药公益活动的在线预约。预

约成功后， 还可以领取公益助力商家提

供的天猫店铺优惠券。

所有上门收集的过期药， 最终都将

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后，统一进行销毁。

只要是药盒上有识别码的各种品牌过期

药品，都可以申请免费回收。针剂和液体

类药品、保健品、中药饮片、滋补品、奶粉

不在回收范围内。

广药白云山药品可更换新药

同时，8 月 13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

广药白云山在全国各授权的更换点进行

家庭过期药品的回收， 居民可凭身份证

按《换药目录》中的品种 1:1 比例更换新

批号产品。 8 月 19 日后，广州地区居民

还可以在指定更换日

（ 每月

13

日 、

14

日）

进行更换。

据悉，过期药品回收以后，不同城市

里的快递员将把收集来的过期药密封打

包，贴上标签，注明回收点、经手人、回收

单位及回收日期等信息， 通过危害品运

输转车集中运输至具备资质的弃置废物

处理工厂中，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后，投

入最高温可达 1200 余度的热解气化焚

烧炉中进行无害化销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陈白虹）

记者昨日从南沙区获

悉， 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法治与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引导全

区广大青少年树立法治与安全思

维， 南沙区全区首支新时代文明实

践法治与安全宣教“小小”志愿服务

队正式成立。

“我志愿成为一名新时代文明

实践法治与安全宣教志愿者， 普及

法律知识、传播安全理念，践行志愿

精神，自觉服务社会，为建设平安南

沙、法治南沙贡献青春力量！ ”在成

立仪式现场，“小小” 志愿服务队的

队长、 南沙区实验小学三年级 1 班

的刘凡宇同学， 带领约百名青少年

志愿者进行庄严宣誓。

记者了解到， 这是一支“最年

轻”的志愿服务队，队员平均年龄不

到 10 岁，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只有

6 岁。 队伍成立后，志愿者的“首个

任务”就是在南沙牌坊、金洲广场附

近的十字路口以及金洲、 蕉门地铁

站等人流聚集的地方，化身成为“文

明小交警”“地铁秩序安全员”，劝阻

行人闯红灯、 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

为，引导地铁乘客排队上车，协助地

铁乘客快速购票， 确保群众安全有

序出行通行。

据悉， 今年南沙区法治宣传大

平台建设工作启动以来， 主办单位

以活动为主要载体， 融合多种元

素， 进一步创新“法治安全+X”

形式， 广泛动员青少年以实际行动

参与社会治理， 先后举办了法治军

事夏令营、 印象法治南沙游学、

“暑期安全知多 D” 安全教育讲座、

亲子法治嘉年华、 检察官进社区等

一系列法治与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切实提升青少年法治安全、 防范保

护意识， 全面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

群众、 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蔡铭）

昨日上午，荔湾区发展论坛（第一

期） 暨荔湾区智库聘任仪式在区会议中

心举行，来自各大高校、科研机构、行业

协会的32名专家学者受聘成为荔湾区决

策咨询专家， 并在论坛上就荔湾如何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讨论和建议。

据悉，本次荔湾区决策咨询专家库

首批入库成员共32名， 分为党的建设、

文化建设、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社会治

理五个领域。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荔

湾拥有“广佛极点”核心与珠江东西两

岸连接点的独特区位优势，处于粤港澳

大湾区的中心位置。在大湾区建设发展

中潜力巨大，要在创新引领、产业协同、

城市规划、文化发扬等方面充分发挥荔

湾优势，深度融入湾区建设，打造“岭南

文化中心核心区”。

荔湾区表示， 组建决策咨询专家

库， 就是要引入思想的力量为荔湾把

脉，通过加强思维碰撞、凝聚发展共识，

引导荔湾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

项工作走向更高水平。 荔湾区将听取智

库的声音、用活智慧的力量，补充完善

城市综合引擎功能，把提升经济发展水

平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协同推进，让百

姓宜居乐居安居。

接下来，荔湾区将结合发展夜间经

济、升级村级工业园、改善城中村供水

供电、实施垃圾分类、建设口袋公园等

主题开展决策咨询，致力打造美丽幸福

湾区，让百姓进一步共享发展成果。

据了解，目前荔湾举全区之力整治

提升永庆坊和沙面、西堤，启动省“三

馆”建设，强化文化交流创新功能；启动

建设白鹅潭国际金融中心等招商载体，

将白鹅潭中心商务区打造成为高端产

业协同发展核心平台； 在大坦沙岛、医

药港布局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打造

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

海龙科创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

要节点；加快构筑“三隧四路五轨道”城

市骨架，打造“外联内畅片区活”交通格

局，提高城区综合承载力，发挥在大湾

区城市群中的门户枢纽作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粤公宣 ）

昨日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

悉，7月31日，第五届广东省“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表彰了68名第五

届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40个

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广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罗强被授予广东省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罗强，男，汉族，1987年10月出生，

江西宜丰人，2012年11月参加公安工

作，201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山

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毕业，研

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信息系统项

目管理高级工程师；现任广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科技信息处警务技术二级主

管，广东警官学院兼职教官。

2013年11月，罗强在基层一线利用

专业知识解决多个拥堵点后，被调到交

警支队科技信息处应用管理组

（ 原科研

组）

工作，主要从事智能交通、交通工

程、交通组织优化、交通大数据等方向

的研究工作。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罗强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获评“全省优

秀人民警察”“羊城杰出青年卫士”等荣

誉称号。

2015年，针对业务痛点，罗强大胆

创新，提出了应用移动互联网出行大数

据优化信号灯的想法， 并于2016年8月

创建了全国首个“互联网+信号灯”控制

优化实验研究平台。 该平台接入互联网

实时路况数据，自动计算和甄别运行失

衡和溢出高风险路口，准确、实时排查

路网中的问题节点， 进而开展靶向治

理，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市民报警和警力

巡查的发现问题途径， 对宝岗南华、宝

岗昌岗等多个常发拥堵点实施治理，取

得显著的治理效果。 该平台也荣获公安

部交管局2017年度“互联网+城市交通

管理”十佳创新奖。

2017年，罗强提出建设移动感知和

缉查平台“鹰眼系统”。 在系统研发和测

试期间，罗强与创作团队共同研究系统

平台的总体技术路线和名单更新机制，

设计了白天、夜间、路面、停车场、收费

站等多个应用场景。 2017年2月27日，

“鹰眼系统”刚投入使用，就助力广州交

警一举查获一辆高达547宗违法未处理

的车辆。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昨日开启

扫码预约 快递小哥免费上门回收

记者找出一盒过期的克拉

霉素片，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扫

描药盒上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

码后 ，弹出 “药品追溯信息 ”，在

药品验证一栏显示“该盒药品已

过期”，提示不要再使用。 点进旁

边的过期药回收按键，页面提示

每个用户仅限下单一次，每单包

裹限重

1

公斤。 页面弹出详细的

上门取药地址信息 ， 填写完毕

后，直接提交预约上门即可。

记者体验

页面提示每个用户

仅限下单1次

南沙区“小小”志愿

服务队成立

由6至13岁儿童组成，将

在地铁站等地提供引导服务

创新科技应用 点亮智慧交通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罗强获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荔湾区聘任32名智库专家

罗强

(

右 ）在

机房工作中。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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