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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名大咖助推中医药走向世界
25 日，第二届世界中医药
服务贸易大会暨 2019 湖南中
医药与健康产业博览会闭幕。
展会面积 3 万平米，500 家中
医药单位参展，上百个国家和
地区的政府机构、
行业组织、
研
究机构、
医药企业的 5000 多名
海内外行业代表应邀参会。
中药植物搬进中医药博物馆
在 2019 湖南中医药与健
康产业博览会现场，湖南省中
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洪
江市的展位绿意盎然。在展厅
中央，一株株像姜苗一样的植
物栽培在玻璃器皿中，根部也
像姜块一样。
“观展的市民还以
为是姜苗，这其实是黄精。”工
作人员黎定红介绍，洪江市地
处雪峰山脉核心区域，适宜多
种中药材动植物生长，其中仅
野生黄精分布区域就达10万亩
以上。

8 月高温日数
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本周是 8 月份
的最后一周，有高温天气，
也有冷空气光临。8 月以
来，在平均高温日数 19.1
天刷新历史纪录后，
湖南今
年的盛夏
“余额”
已经不足。
据湖南省气候中心数
据，8 月以来（截至 25 日 20
时），湖南全省平均气温为
29.8℃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高
2.0℃，为历史同期第 4 高，
平均高温日数为 19.1 天，
较常年同期偏多 11.9 天，
为历史同期最多。高温天
数是同期最多，
下雨天却历
史同期最少。数据显示，7
月 26 日至 8 月 25 日，湖南
全省平均降水量仅 41.9 毫
米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了
67.7%，居 1951 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一低位。
既然“处暑”已至，
“白
露”也快了，什么时候迎来
真正的秋天？湖南的秋季
时间只有 2 个月左右，一般
情况下，湖南是从 9 月下旬
后期到 10 月中旬，自西北
向东南先后进入秋季，
全省
平 均 入 秋 时 间 为 10 月 5
日。
（文/张洋子）

除了中药材种植基地示
范县（园区）展区，展会还有知
名品牌企业与机构展区、国医
馆及中医院展区、道地中药材
与特色产品展区、医疗器械与
健康服务展区、
“湘九味”品牌
药材展区、
“ 专 长 绝 技 ”展 区
等。现场参展单位涵盖中医药
生产、研发、加工、流通、服务、
文化传承等中医药全产业链。
来自山东的宏济堂、浙江维康
药业、
天津中新药业、
山西振东
制药、广州的千飞燕及湖南的
九芝堂、汉森等众多中医药企
业携旗下知名产品前来参会。
市民排队体验中医义诊
“医生，帮我看看这个肩
膀，老是痛。”在江氏正骨术展
位前，许多市民排队在等医生
帮自己
“正正骨”
。工作人员康
敏介绍，三天的展会每天有上
百市民接受义诊。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认
定的 20 多个中医药“专长绝
技”
项目中有 11 家亮相本次博
览会，
市民免费体验，
感受中医
的神奇效果。此外，由组委会
向全省征集的近百家国医馆中
遴选出20多家国医馆进行现场
展示，各国医馆共计组织 100
多名
“镇馆名医”
现场坐诊，
让更
多市民感受到中医的魅力。

就《中医药文化与人类大健康》
这一主题，与参会嘉宾分享如
何传播中医药文化、构建人类
健康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8
月 24 日，全国政协委员、少将
罗援带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与热点问题》的主题演讲。
本次博览会设置主论坛 1
个，分论坛及并行会议 22 场，
涉及近 100 个话题，围绕中医
药传统技术创新、中医药贸易
大咖主题演讲聚焦热点
走出去、
中医药服务大众、
中医
本次展会邀请了近 100 名 药诊疗技术提升等内容设坛开
重量级嘉宾到场：
2006 年诺贝 讲，引发业内广泛关注。其中
尔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伯 由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
克利分校教授、
被誉为
“宇宙胚 的 2019 湖南省中药产业合作
胎学之父”
的乔治·斯穆特先生 对接会，以打造湖湘中药材品
发表《基因大数据、健康管理、 牌，
促进中药产业链深化合作，
人工智能和医疗诊断》主题演 引导湖南中药企业走出去为目
讲，为大家介绍未来医学领域 标，
进行产业合作洽谈与签约，
将迎来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原 对接会现场共邀请到 33 家单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中国 位参与签约仪式，签约总金额
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会长陈啸宏 超 5 亿元。
（本报记者王宇）

接种疫苗先查电子监管码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疫
苗管理法》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
正式施行。近日，湖南省预防
医学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南方
免疫与预防高峰论坛在长沙举
行，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负责人介绍，我省现有预防接
种门诊共 2700 余个，
共有冷藏
车、
冷库、
冰箱等各类冷链设备
约 3 万件，能够满足全省疫苗
冷链管理需要。
目前，
湖南省免疫规划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已建成并运行良
好，
全省各级疾控中心、
接种单

位已严格执行疫苗管理的相关 进行疫苗扫码接种，
可向接种单
规定，
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完成 位或疾控中心提出咨询。
疫苗扫码、
出入库等各项工作，
尽管疫苗预防疾病最有效，
并动态监测疫苗出入库、
配送、 但也会发生极低概率的严重异
接种等流通使用全过程。凡通 常反应。充分考虑到受种者的
过湖南疾控系统采购和供应（一 权益，湖南已于 2009 年试行
类苗由国家采购，
二类苗由县级 《湖南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
疾控采购供应，
进了系统都可以 偿办法》，
其中规定，
对因异常反
追溯）的每一支疫苗都有
“身份 应引起的严重损害者给予一次
证”
，
只需轻轻扫一扫电子监管 性补偿，包括因接种疫苗造成
码，
疫苗出入库、
存储、
配送、
接 死亡的补偿，组织器官损伤的
种等环节的信息一览无余。市 医疗费、
陪护误工费、
食宿补助
民接种疫苗前可查看疫苗是否 费、
交通费，
残疾生活补偿费、
矫
有电子监管码，
若接种人员没有 正残疾所需费用等。
（文/罗悦）

上半年产品质量问题投诉最多
本报讯 26 日，湖南省消
委发布 2019 上半年全省消委
组织受理消费投诉情况。上
半年全省消委组织共受理消
费投诉 13128 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2484.6 万元。
从投诉情况来看，产品质
量问题投诉达 4748 件，
约占投
诉总量的 36%，居第一位。家
用电子电器投诉达 2347 件，
比
去年同期上升 2.77%，消费者
反映最多的是售后服务和质
量以及虚假宣传问题。

预付式消费问题是近年
来消费投诉的焦点。上半年，
预付式消费投诉 149 件，主要
集中在娱乐健身、
美容美发、
餐
饮住宿、
教育培训等行业，
反映
的主要问题为霸王条款多。
如，经营者在与消费者签订合
同时，
单方面设置
“只能转让不
能退卡”
“一经售出，
概不退费”
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等。
当前，消费者个人信息泄
露问题突出。省消委提醒消
费者，
在接受银行服务、
车辆服

务、网上购物、快递服务、买房
等商品服务填写个人信息时，
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如，在
网购时，要仔细查验登录的网
址，慎重填写银行账号和密码
等信息，
对
“优惠扫码”
活动保持
警惕；妥善处理好记载有个人
信息的相关资料，
如快递单、
购
物小票等；需要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时，须在身份信息区域注
明身份证复印件的用途和具体
日期等内容，以防不法分子窃
取作其他违法用途。
（文/刘璇）

■市州动态

在长沙办养老院
不用审批只需备案
本报讯 长沙市民政
局近日透露，
该局已联合长
沙市财政局印发相关实施
细则。自 8 月 16 日起，长
沙市实行养老机构登记备
案制度，
不再受理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申请；
对于尚未完
成审批的，
将终止审批并向
申请人作出说明；
已取得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证且在有
效期的仍然有效。
根 据 规 定 ，若 申 请 人
想在长沙设立民办非营利
性养老机构，
应依法向所在
区县（市）民政部门申请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若申请人设立营利性养老
机构，
依法向所在地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申请企业法人
登记。
（文/邹艳青）

湘潭新增两个
出入境接待大厅
本报讯 26 日，
湘潭市
公安局举行新增出入境接
待大厅启动仪式，
湘潭市公
安局和岳塘公安分局同步
增设出入境接待大厅并投
入使用；同时，原市公安局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出
入境接待大厅雨湖延伸点
移交雨湖公安分局，
设立雨
湖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湘潭市公安局出入境
接待大厅位于市公安局 C
栋一楼，
办公时间为上午 8
时至 12 时，下午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雨湖公
安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位
于雨湖区建设北路 2 号步
步高电器城 3 楼，
岳塘公安
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位于
岳塘区吉安路 168 号岳塘
公安分局办公大楼一楼，
这
两个接待大厅办公时间为
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13
时至17时。
（文/欧阳天）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王庆全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地址：
新开铺 74 号。证号：房权
南字第 14397 号。房屋建
筑面积：
76.74 平方米。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