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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11 月 20 日电(记者高皓
亮)把证放到药店，按月就能领取一两千元租
金；有专门的租赁网站提供租证交易，甚至衍
生出大批只为“租证”而考证的人群……国家
规定，新开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然而记者
调查发现，尽管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但当
前很多药店只见证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现
象依然存在，且形成了一条药师租证、药店用
证、专业网站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影子药师”在一些
地方的盛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用药安全，亟须
加强监管。

乱象多多：

靠租证月入千元、发达地区翻番

于敏(化名)是江西南昌一家药店的负责
人。在药店每月的支出成本里，除了要交付房
租，还要付给一名妇产科医生 1200 多元的
“租证费”。“医生平时不用到岗，只需开业和
监管部门检查时露露面。”于敏说。

药店租用执业药师证开业、药师“挂证”
不在岗，这在业内已是公开秘密。记者调查发
现，在一些网站、论坛和 QQ 群，有关租赁药
师证的信息很多，记者在搜索网站输入“药师
证挂靠多少钱”，得到 200 多万个搜索结果。

甚至有专门网站提供租赁业务。记者登
录一个所谓“聘证”的网站，发现只需简单注
册就能在其“人才库”中联系到药师，也可以
发布“聘证”信息，等待药师“应聘”。

记者联系到江西上饶一位王姓执业药
师，对方很直接地告诉记者，不能做全职药
师。“如需到药店要提前打招呼，因为要向医
院请假。”谈到“租证”的价格则直言：“以前在
南昌也租过，就按市场价 800-1000 元/月。”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康震说，药店“租证”在全国各地均
不同程度存在。我国现有连锁药店和单体药
店总计 45 万家左右，而根据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数据，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注册于药房的执业
药师 35 万余人。这意味着还难以实现每家
药店至少配备一名执业药师。

“注册的药师是否全部在岗也存疑，根
据我对一些熟悉的连锁药店的了解，有的仅
有四分之一的门店有执业药师全职在岗。”
一名执业药师认证专家说。

隐患重重：

患者买药有时就靠销售“一张嘴”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二十八
条和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要求，企业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
指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的职责不得由
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

记者随机走访南昌红谷滩新区 6 家药
店，有 4 家执业药师均不在岗，“去开会了”
“停车去了”“出去谈事了”……有两家药店，
柜台上放着“药师不在岗，停止销售处方药和
甲类非处方药”牌子，但处方药照卖不误，也
不向患者索取处方。

“销售员当药师，有时感冒药也能吃死
人。”一位药学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因执业药
师缺位致残致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药店药师的缺位，还可能加剧抗生素的
滥用。南昌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夏春华解释
说，以当下最常见的病毒性感冒为例，大部
分患者原本无需使用抗生素，然而药店导购
经常推荐阿莫西林、头孢等药品，不仅可能
不对症，有时还容易导致细菌耐药。“病毒
耐药性意味着当患者真正需要时，这些救命
药可能失效。”

法网恢恢：

治理乱象还需开对“方子”

针对当前租证乱象，相关部门今年加大
了监管力度，人社部就明确要求，要明确监管
责任，加强联合抽查，启动追责。

全国多省份均出台政策加以整治。有的
推行黑名单制度，将挂名和虚聘的执证药师
纳入黑名单；有的鼓励内部员工举报，最高可
获 50 万元奖励。

专家同时指出，加强事后监管不可或缺，
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对“药方”，从根本上解决
租证顽疾。记者调查发现，“租证”乱象的背
后，一方面是药师不愿去，一方面是药店出于
成本考虑，也不愿聘请全职执业药师。在江西
九江，一个全职执业药师月薪要四五千元，而
“租证”只要一千元左右。

“租证问题的核心在于药店的定位出现
偏差，本应是提供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场所，

现在变成了商业的卖场。”康震说，定位偏差导
致药店收入主要依靠推销非处方药品、保健
品维持生存，没有财力请得起全职执业药师。

夏春华也建议，各级政府需在社会保障
体系中进一步明确社会药房的定位。同时还
应加强立法，规范执业药师的责任与权利。

有专门网站牵线，靠租证可月入一两千元

药师证出租已形成黑色产业链

科技走进生活 未来随之而变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交会科创成果观察

▲江西婺源县篁岭村村民在晾晒皇菊。 本报记者宋振平摄

本报记者谢锐佳、李兴文

“以前只知道春天婺源的油菜花甲天
下，没想到冬天来这里，还有跟油菜花一样
漂亮的皇菊！”从江苏专程到江西婺源赏景
的一位陈姓游客惊喜地说。

冬日婺源，黄灿灿的皇菊争奇斗艳，浓
郁的菊香弥漫山野。

以“晒秋”闻名的篁岭景区，垒心桥
边，梯田上皇菊层层盛放，犹如冬日里盛开
了油菜花，不时有人跑到菊丛中与采菊的村
民合影留念；古村落里，上百栋粉墙黛瓦徽
派古民居错落有致，屋檐前的晒架上，一匾
匾金黄的菊花在五颜六色的晒匾中格外抢
眼。

“婺源春有油菜花，而秋冬，赏菊、采
菊、晒菊正在成为篁岭一道新的风景，吸引
着游客、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婺源乡村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篁岭景区)董事长吴向阳
说。

婺源栽皇菊，还有一段“传奇”故事。相
传，清代光绪年间，婺源人江人镜政绩斐然，
告老还乡时，婉言谢绝朝廷的重金赏赐，只讨
取皇家花园中作为药用的黄菊花，带回婺源
故里栽种。不想婺源自然条件独特优越，黄菊
长势良好，花大色艳，烘干冲泡则汤色清冽浓
香扑鼻，饮之有清心、明目、护肝等功效。江人
镜派人进京入贡，光绪皇帝赐名“皇菊”，此后
便在婺源山区传种至今。

悬壶高冲，皇菊如绒球般在玻璃杯中徐
徐舒展，薄如蝉翼的花瓣，色泽金黄娇艳，令
人赏心悦目，端杯品尝则入口甘香，沁人心
脾。如今，冲泡皇菊正在成为新时尚。

走进婺源县正熹堂生态农场工作间，一
股菊香扑鼻而来，脚着鞋套、戴着口罩工作
帽、身穿白大褂的员工正在对菊花进行分级
烘干。“今年公司生产的特级皇菊卖到 100 元
一朵，供不应求。”正熹堂董事长朱晓云笑
着说，特级菊产量很少，直径达 6 厘米，每
亩菊园采摘不到 100 朵，所以特别珍贵。

几年前，朱晓云种植菊花伊始，便对租
种的土地抽样送检，花了 3 年的时间改良土
质。正熹堂生态农场选取的有机肥是羊粪，

“因为羊吃草不吃饲料，产生的粪便不含激
素，而且羊粪肥效更持久。”朱晓云说，为
了驱虫不打药，农场还特地引进香茅草。

“种植有机皇菊是良心工程，来不得半
点马虎。皇菊成熟后要送权威技术部门对
17 个指标进行检测，只要有一个不达标就
不能上市。”朱晓云说。

四面环山，古树参天，清澈的小溪穿村
而过，江湾镇晓起村是婺源最早开始种植皇
菊的地方。村里带动当地村民成立晓起华联
农产品合作社，坚持生态原则，不施化肥农
药，规范种植、管理、烘干、加工，经过不

断研发，晓起皇菊逐渐走俏市场。
“一朵朵小小的皇菊正让村民走上脱贫

致富的道路。”村支部书记汪文华告诉记
者，如今村里的皇菊基地发展到 400 多亩，
社员增加到 300 多户，今年皇菊产值预计超
过 800 万元，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可享受
股金分红。

以菊迎客，以茶会友。作为全国著名的
文化与生态旅游县，“中国最美乡村”婺源
近年来正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因地制
宜扩大皇菊种植面积，着力做优皇菊文化，
做大皇菊产业，逐渐形成了“公司+基地+

农户”的产业链，全县种植面积超过 2000
亩，实现产值超过 4000 万元。

“种植皇菊，一亩收入有 1 万多元，皇菊
已成为婺源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兴产业，成了
百姓的‘扶贫花’‘致富花’。”婺源县委书记吴曙
说，婺源有知名的“五色”，即红色的荷包鲤
鱼、绿色的婺源绿茶、黑色的龙尾砚台、白色
的江湾雪梨和黄色的油菜花，如今，皇菊又为
婺源秋冬添一“色”，县里将进一步提升皇菊
知名度，全面提升婺源皇菊的品牌影响力和
综合效益，助推婺源全域旅游发展，带动群众
致富，加快乡村振兴。

“最美乡村”婺源冬日再增一“色”

新华社深圳 11 月 20
日电(记者吴燕婷)万众憧
憬的 5G时代，正向我们
走来。记者从正在举行
的第十九届高交会了解
到，我国三大通信运营
商将于 2018 年迈出 5G
商用第一步，并力争在
2020 年实现 5G 的大规
模商用。

5G 是怎样的
5G ？

从 1G 到 4G ，主要
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问题，而即将到来
的 5G 要解决的是人与人
之外的人与物 、物与物
之间的沟通问题，即达
到万物互联。

“ 4G 改变生活，
5G 改变社会。”中国移
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
术研 究 所 所 长 丁 海 煜
称， 5G是一个全新的通
信技术，这种通信技术
未来将跟人工智能、大
数据紧密结合，会开启
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
代。

记者了解到， 5G 具
有高速率、大容量、低
时延的特性，这使得 5G
技术在物联网、智慧家
居、远程服务、外场支
援、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 领 域 有 了 新 的 应
用。

同时， 5 G 接近
100% 的业务可靠性和超
低功耗、超低成本等特
征，意味着未来任何一
个物体都可能配有无线
通信模块，无线通信技
术也有望成为像电力一
样的通用性技术。

与此相对应的，相
关产业的适应性升级已经开始。中国利用 5G 机遇在国际通
信领域弯道超车也体现在相关产业的布局上。

丁海煜说：“随着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整个产业
界的投入都比 4G时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华为、中兴
这样的系统设备商，包括终端公司比如 OPPO 、 VIVO ，
我们运营商都是和他们一起合作，争取在整个标准组织里
面能够体现我们中国 5G 产业的引领作用。”

此外，记者从本届高交会上了解到，一些智能家居、
柔性显示厂商等，都已经为 5G时代的到来研发了适应性产
品。

5G 时代到底什么时候来？

移动通信技术大规模商用的前提在于国际标准的制定
及统一。此外， 5G 也是全新的网络，面向整个垂直行业，
需要各行各业融合创新，打造生态。

记者了解到，中国于 2016 年 1 月启动了 5G 技术试
验，为保证实验工作的顺利开展， IMT-2020(5G)推进组在
北京怀柔规划建设了 30 个站的 5G 外场。在 5G 第二阶段
试验完成之后，第三阶段试验将于 2017 年底或 2018 年初
启动；预计 5G 第一个标准版本将于 2018 年 6 月完成，完
整版本或将于 2019 年 9 月完成，并有望在 2020 年实现大
规模商用。

“从 2016 年到 2018 年，我国的 5G 基础研发测试分为
三个阶段。”中国电信广州研究院移动通信研究所所长王
庆杨表示，第一阶段是 5G 关联技术试验，第二阶段是 5G
技术方案验证，第三阶段是 5G 的系统验证。

“目前，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王庆杨说，“中国
电信在前期深度参与了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中国电信
参加工信部组织的测试，同时为了做好配合，进一步丰富
场景，还有更多的试验，计划在 6 个城市开展相关的试
验。”

这些试验内容包括： 5G 技术与智慧城市的核心规划结
合，助力智慧城市的建设；借助 5G 的试验推动双创，以及
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方面利用 5G 技术来助力，还有
AR 、 VR 等新的应用。

5G 贵不贵？

5G 的流量之大，速度之快，都超乎想象。那么，对于
普通消费者来说， 5G时代的资费如何？

对此，丁海煜从技术角度作出了解释：“随着移动通
信技术的发展，一代比一代的技术先进，提供的能力越来
越强，在相同速率情况下成本是在降低的。”

“举个例子， 4G 跟 3G 相比，在同一个频谱带宽下，
频谱效率提高了 3 倍，带宽也提升了，比如从原来的 5M 到
现在 20M ，提升了 4 倍。按照摩尔定律，在芯片相同的情
况下能提供的能力增加了 10 倍左右。芯片不断发展，它的
处理能力在相同的成本下也在增强。因此， 5G 能给用户提
供更高的速率，成本并不会跟速率成等量提升。”他说。

“从单个流量包来讲，资费肯定是下降的，未来用户
用于 5G 的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应该会下降。”中国联通高级
工程师冯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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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 11 月 20 日专电(记者赵瑞
希)防雾霾窗纱、空气制水机、水下飞行潜艇、
智能悬浮消防水枪、逃生背包、自动救助泳
衣……正在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上，展示了众多生活日用科技
产品。一些产品尽管还显稚嫩，与实际推广应
用还有距离，但依然让人切实感受到科技改
变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防雾霾 治干旱

科技解决生活难题

当纳米科技走进生活，雾霾天终于可以
开窗了。捷克艾普利诺公司在高交会上展示
了纳米防霾透气窗纱。该产品被选为本届高
交会“十大人气产品”。

这块看似跟普通纱窗很像的防霾透气窗
纱，采用以无针高压、自由液体表面静电纺丝
法制成的纳米纤维来织成的网膜，孔隙比空
气中的细微颗粒物 PM1 . 0 直径还小，可以
捕捉到包含 PM2 . 5 在内的细小固体和液体
颗粒，同时保持透气性。

展台负责人戴融告诉记者，防霾透气窗
纱采取纯物理方式阻隔雾霾，不受温度、湿度
影响，而且窗纱可以重复水洗使用，高效保护
作用可以维持 3-5 年。使用该窗纱后，能够
明显感觉到家中灰尘减少，空气质量提高。

另一款位列“十大人气产品”的空气制水
机，则是“凭空”制水。据介绍，空气制水机无
需安装基础设备，也无需外接水源，插电即可
使用，通过冷凝空气中的水分子，经多重净化
和过滤，直接制出直饮水。

展台负责人说，研发空气制水机的初衷
是，针对全球淡水资源枯竭危机，为水资源匮
乏地区和水污染严重地区提供饮水方案。空
气制水机不仅可以在家里使用，也可用于游
乐场等户外场所，还可以用于边防哨所、海
岛、游轮、军舰等环境。

生活中遇到的那些让人困扰的难题，在
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游太空 探深海

科技增添生活乐趣

刚刚去过临近太空的小乌龟也参加了本
届高交会。今年 10 月 25 日，它跟着光启旅行
者号升空到比飞机飞行高度还高的临近空
间，为未来人类的临近空间旅行迈出了重要
一步。

临近空间是距地面 20至 100 公里的地
球大气层区域，高于商用飞机但低于轨道卫
星。由于它介于天空和太空的交界处，空气仅
是地面的 3%-7%。

与前两次放飞最大的不同是，此次放飞，

旅行者号搭载了生保舱。在高交会亮相的小
乌龟，就是依靠这个生保舱完成了在高达
20882 米的临近太空转一圈儿的特别之旅。
回到地面后，小乌龟的生命体征正常，验证了
生保舱中环控生保系统的可靠性。

上海彩虹鱼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
了一款水下飞行潜艇。该公司项目经理陈弛
说，水下飞行潜艇已在斐济投入使用，用于海
底旅游观光。其他产品系列也即将在马尔代
夫、毛里求斯登场。“这款水下飞行潜艇最深
可达水下 120 米。一般海底旅游深度在 20 米
到 50 米，光线好、珊瑚礁和鱼群比较丰富。”

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探索自然
的方式，上至太空旅游，下至海底观光，都在
慢慢变成现实。

救火灾 防溺水

科技增强生活安全

火灾、溺水是危害生命的两大杀手。高交
会展示了关于灭火、逃生、水中自救的新方
案，增强了生活的安全性。

深圳飞凡空中机器人有限公司带着正在
研发的智能悬浮消防水枪参展。这款悬浮消
防水枪致力于解决高层建筑消防难题，可根
据楼层高度需要分段串式组合连接多个悬浮
无人机，通过接力方式把消防水枪拉到高空

喷射。
“每台悬浮无人机自重 50 公斤，最高

载重 30 公斤，采取地面供电方式。多台串
式，可以分担重量，把水管带到空中进行灭
火作业，最高可以升到 100 米。”该公司项
目经理刘家广说，“目前单体测试已经完
成，性能稳定，但串式协调飞行还需进一步
研发和完善。”

遇到大火被困怎么办？背上逃生背包，把
背包上的挂钩与窗口预埋挂扣连接，从窗口
安全缓慢下降到地面。中国安民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这款逃生背包里除了
缓降核心设备外，还有灭火器、安全锤、自发
电系统、照明系统、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配
件。

记者发现，其跟攀岩时用的自动保护器
有些类似，可以帮助人们缓缓落地。

技术创新下，泳衣秒变救生衣。深圳市游
安科技有限公司展出了一款智能充气救助泳
衣。当泳者在水中身体抽筋或不适，可长按救
生按钮 3 秒打开气囊，泳衣立刻充气变身救
生衣，使人浮于水面。当泳者失去意识，泳衣
将智能检测状况并自动启动气囊将人体托
起。例如，儿童泳衣当泳者下沉至水深 50 厘
米达 15 秒就自动启动气囊。

在科技的助力下，面对危险，人们有了更
多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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