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温金良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综合

2019.9.24��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14

广州拟改造15个交通拥堵点

涉及广园快速路、临江大道、金沙洲路等，总投资超3300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粤药监）

昨日， 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指导、 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

技术协会主办的新修订《药品管理法》

亮点解读会在广州召开。据悉，药品使

用单位使用假劣药也将受到处罚，使

用假药处罚 150 万元起。

据了解， 现行《药品管理法》于

1984 年制定，2001 年进行了一次全面

修订，此次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是

自颁布以来进行的第二次系统性、结

构性的重大修改， 把药品领域改革成

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

在此次《药品管理法》 修订过程

中， 对假劣药定义的修订受到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法规和科技处主任科员梁云解读称，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对假劣药的定义

更加科学、合理和准确，亮点包括：取

消了按假药论处和按劣药论处的概

念； 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不按假药论

处； 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不按劣

药论处；此外，新修订的管理法还区分

了变质的药品和被污染的药品等。

据悉，在修订之前，对于生产、销

售假药的的处罚规定：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生

产、 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

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

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

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

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此次修订之后不仅没收违法生

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 同时，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吊销药品批准证明

文件，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

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

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 按十万元计

算； 情节严重的， 吊销药品生产许可

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十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

十年内禁止其药品进口。 梁云在解读

中称：“这大幅度提高了罚款的额度”。

此外，新修订后，还明确了药品使用单

位使用假劣药的处罚， 使用假药最低

150 万元起处罚，使用劣药最低 10 万

元起。

此外，对严重违法行为实行“双罚

制”，直接处罚到人。新修订条款后，针

对生产、销售假药，或者生产、销售劣

药且情节严重的，对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员， 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

本单位所获收入， 并处所获收入百分

之三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终身禁

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并可以由

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

留。条例还增加了从重处罚条款。梁云

介绍，此次针对生产、销售以孕产妇、

儿童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药、 劣药等

情况都将进行从重处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小区共

用管道、水泵坏了谁来维护？ 高层住户

水压不够经常停水怎么办？ 近年来，二

次供水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供水日渐

突出的问题。据悉，自今年 10 月 1 日实

施的《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对建设项

目配建的供水设施， 其建设验收标准、

管理维护责任等有明确规定，要求新建

的楼宇必须按规范建设完善居民用水

二次供水设施。

大部分市民对自家户内的供水设

施有管理和维护的意识，但对住宅项目

配建的户外供水设施的管护责任却不

甚了解，误以为这些供水设施应该由供

水单位或者开发商管理维护。 事实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广州

市供水用水条例》 规定： 共用管道、水

池、水泵等住宅项目配建的户外供水设

施属于业主共有， 由业主集体进行管

理、维护。 在广州，2000 年前建设的既

无物业管理， 又无加压设施的老旧用

户共用用水设施就超过 18 万户。

近年来，二次供水问题已成为影响

城市供水日渐突出的问题。 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广州市供水用水

条例》对建设项目配建的供水设施，其

建设验收标准、 管理维护责任等有明

确规定， 要求新建的楼宇必须按规范

建设完善居民用水二次供水设施。

《条例》指出，新建、改建、扩建的建

筑物对水压要求超过城市供水水压标

准的，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标

准和规范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 居

民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应当独立设置，

不得与消防等设施混用。 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 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和规

范，设置集中转压、供水管道、消火栓等

设施。供水设施应当与建筑物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交付使

用。 供水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今年，广州市政府发布了《广州市

推进供水服务到终端工作方案》， 由各

区政府作为属地改造责任主体，计划利

用 5 年时间， 结合老旧小区微改造计

划， 同步推进全市 181782 户老旧楼宇

的用水设施改造或维修工作。

市自来水公司作为中心城区的改

造实施主体，今年将完成 353 个地址共

计 1 万户 2000 年前建设的既无物业管

理，又无加压设施的老旧用户共用用水

设施。 据了解，目前，已有 62 个地址已

进入改造施工阶段，改造资金无需用户

承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广园快

速路、临江大道、金沙洲路……这些“堵

点”的交通未来将大大改善。 日前，广州

市道路工程研究中心现对交通拥堵点治

理-2019 年广州市拥堵路段

（节点）

交通

改善及治理工程施工进行施工总承包公

开招标，涉及天河、越秀、荔湾、海珠、白

云 5 个区的 15 个交通拥堵点，项目总投

资 3311.73 万元。

记者了解到， 本次实施工程共分 2

个标段，其中标段一包含 10 个交通拥堵

点的治理

（含管线迁改）

， 标段二包含 5

个交通拥堵点的治理。 工程实施将以节

点微改造为主， 具体工作内容为交通标

志、标线、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信号灯、交

通监控等交通设施改造，拓宽车道、渠化

岛改造、管线迁改、绿化迁改等。

15

个交通拥堵点名单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亮点解

读会在广州举办

药品使用单位用假药

最低罚150万

《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下月起实施

新建楼宇必须建二次供水设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华轩）

昨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年开学

典礼在五山校区和大学城校区同时举

行，13452 名 2019 级新生正式开始在华

园学习生活， 包括 6484 名本科生、6494

名研究生、81 名预科生、393 名留学生。

开学典礼上，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高松以“在大学， 面向未

来，努力成才”为题致辞。 高松希望 2019

级新生掌握大学学习之道，潜心向学、努

力成才；涵养家国情怀，筑牢立身之本、

成才之基；养成良好的品行，当一个有责

任的社会公民。

当天， 华南理工大学对 2019 级部分

优秀本科新生予以表彰， 为蔡兴良等 63

位新生颁发每人 10000 元的优秀新生奖

学金；为陈莉等 33 位新生颁发每人 3000

元的高校专项“筑梦计划”新生奖学金。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全场师生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向祖

国表达最真诚的情意。

华南理工大学2019年开学典礼举行

63名新生各获万元奖学金

新生挥着手中的国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实习生 周茜 摄

15

个交通拥堵点名单

1.广州大道中 - 禺东西路交叉口南进口道交通优化提升（天河区）

2.广园快速路（天寿路以西辅道）路段交通优化提升（天河区）

3.天河北路（林河西路 - 天河东路）路段交通优化提升（天河区）

4.临江大道（江月路至新中轴隧道段）交通设施优化提升（天河区）

5.平江路（珠江新城御景 - 平月园东南门）路段交通标线优化（天河区）

6.广园快速路吉山立交 D 匝道改造（天河区）

7.花地大道 - 广珠西线交叉口东进口道交通优化提升（荔湾区）

8.花地大道（沙尾桥 - 海南立交段）路段交通组织优化（荔湾区）

9.鹤洞路（西

塱

客运公交总站 - 奋发路）交通组织优化（荔湾区）

10.金沙洲路（环洲二路至环洲三路路段）交通组织优化（白云区）

11.工业大道中（广纸北一路 - 石岗路）路段交通组织优化（海珠区）

12.新港东路琶洲大桥南、琶洲公交站所在路段交通优化提升（海珠区）

13.昌岗中路 - 宝岗大道交叉口交通组织优化（海珠区）

14.北京路沿江路交通组织优化（越秀区)

15.人民路 - 沿江路交叉口交通优化提升（越秀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