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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服务 强化监管

市市场监管局全力保障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

高 翔）11月17日，在宜兴国际生
命科学产业园（宜兴药谷）B区启动
暨揭牌仪式上，江苏省医疗器械检
验所宜兴服务站同时揭牌，江苏省
药物研究所安全性评价中心项目
也顺利签约，落户宜兴药谷，从而
让宜兴医疗器械企业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更为直接便捷、高效畅
达的服务，也为宜兴生命健康产业
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江苏省医疗
器械检验所宜兴服务站的落户，是
市市场监管局千方百计争取上级
市场监管部门支持，精心做好相关
服务工作，全力保障我市生命健康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生命健康产业是我市主要打
造的新兴产业之一，其涉及的产品
类别有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化学
药物、康养医疗等。为此，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根据市政府有关《宜兴
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的要
求，紧扣自身职能，积极对上争取，
全力化解制约，从药械产品生产资
质的申报、药械产品检验检测高端
平台的引进、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
安全监管、药械市场的监管净化到
监管服务人员的素质提升，打出了
一套“组合拳”，为提升药械监管水

平，服务保障我市生命健康产业发
展作出了贡献。

面对相关企业在生产资质申
报、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企业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市市场监管局主动担当，靠前服
务，积极化解。今年9月份以来，为
帮助卡尤迪生物科技宜兴有限公
司及早取得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和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核酸联
合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的注

册证书，市市场监管局积极争取上
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支持，深入该公
司指导做好审批材料的申报、生产
设备配备和生产车间的布局等工
作，从而加快了获证进程。今年以
来，市市场监管局已帮助6家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取得了7个医疗器械产
品的注册证书，为我市生命健康产
业发展再添新动能。

为更好地服务保障我市生命
健康产业发展，目前，市市场监管

局正积极推进市生命健康产业创
新服务中心建设，该中心建成后将
作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桥梁，帮助
企业开展产品注册申报、协调解决
企业发展问题，同时，也将向上争
取产品注册、生产和经营许可等事
项的材料受理等工作，实现本地办
理、拿证的便利。

加强药械市场监管，牢牢守住
药械化质量安全底线，是不断优化
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环境的必然要
求，也是市市场监管局的一项重要
职能。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以
深入开展药械化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为途径，严厉打击涉药违法违规
行为。该局相继开展了药品经营
和使用专项整治、医疗器械质量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化妆品“线上净
网线下清源”等专项行动，排查企
业在购进、储存、使用全过程中存
在的质量管理隐患。今年以来，共
检查药械化经营使用单位860多家
次，出动执法人员1600余人次，查
处违法案件20多件。此外，市市场
监管局开展药品、化妆品质量抽
检，以技术手段排查药品、化妆品
市场质量安全隐患，共已抽检药品
160批次、化妆品30批次，结果显
示全部合格。

本报讯（记者良 言 通讯员
张振芳 蒋姣姣）“如今，我诊所
药械的进、销、存情况，从业人员
健康档案及培训情况等全部录
入由宜兴市市场监管局管理的
药械智慧监管系统，一旦出现药
械质量问题，可实现溯源查找，
这个系统真是诊所的好帮手。”
11月16日，宜兴新建汤氏中医
门诊部负责人汤乃康如是说。最
近，市市场监管局正在全市200
多家由个人设置的个体诊所、门
诊部中安装相关软件，构建全市
药械智慧监管平台，促进提升这
些医疗单位的药械质量管理水
平，至目前已安装接入40多家。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市由个人设置的个体
诊所、门诊部，分布在全市各

地。相比一级以上医疗机构来
说，他们不仅小而散，而且都缺
乏数字化管理软件，无法实现药
械质量问题的可追溯性，制约了
药械质量管理和诊疗水平的提
升。为此，市市场监管局配套建
设开发了智慧监管软件及平台，
在前期部分成功试点的基础上，
将在全市个体诊所、门诊部中进
行全面安装推广并接入平台。

该智慧监管平台具备的主
要功能，包括各个体诊所和门诊
部可以录入并向平台上传所用药
械的质量数据、药房温湿度数据、
药房设施设备档案、人员健康档
案及培训情况等。通过该系统
平台，对个体诊所、门诊部及市
场监管部门来说，都带来了便
利，提升了药械质量监管效能。

本报讯（记者华 言 通讯员
闵 圆 蒋姣姣）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开展了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
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装饰
性彩色隐形眼镜市场秩序，切实
加强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质量
监管，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保障消费者用械安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谓
“美瞳”，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运用
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来改变眼
睛的本色，是深受部分年轻消费
者喜爱的“个性彩绘玻璃”。“美
瞳”作为美妆的一部分，其所用
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和护理液
并非化妆品，而是属于“第三类
医疗器械”，如果使用质量不合
格的隐形眼镜，可能会诱发眼部
发炎、细菌感染甚至角膜穿孔
等眼部疾病。为此，市市场监
管局组织各基层分局对辖区内
的眼镜店、饰品店、美容店、美甲
店等市场主体开展检查。检查
经营单位是否取得《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是否从合法生产
或经营企业购进产品、是否有
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是否有每
个批次产品的质量检测合格报
告书、是否建立进货查验制度、
是否超许可范围经营、是否存
在销售假冒伪劣装饰性彩色隐
形眼镜及其护理液产品等违法
违规行为。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从各分局执法检查情况
来看，我市各大眼镜店的装饰性
彩色隐形眼镜的经营总体上比
较规范，但也有少数企业存在未
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从
事装饰性隐形眼镜护理液销售
等违法违规行为。“由于经营者

要获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在经营场所、验光师和相关设施
设备的配备上必须满足刚性规
定，由于不愿投入，少数经营者
因此无法获得此证。去年，分局
对这类经营者的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了严厉查处和严格规范，宜
城城区的相关问题较去年有了
明显改善。”市市场监管局宜城
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检查中，各分局执法人员采
取监管与宣传相结合、查处与规
范并重的方式，对经营者仔细宣
讲医疗器械相关法律法规，告知
无证经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
行为将会面临的法律后果；另一
方面，严厉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引导经营者自觉培养诚信守法
的经营意识，并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要求经营者按照相
关法规整改到位。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加大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宣传
力度，持续规范装饰性彩色隐形
眼镜经营行为，提高经营者守法
意识、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切实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全力保
障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质量安
全。同时，这位负责人提醒消费
者：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及护理
液产品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消费者在购买时，一定要从取得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经营
户处购买，并仔细查看产品包装
是否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生
产企业名称、生产日期等信息，
购买后应妥善保存购买凭证，发
现违法违规售卖装饰性彩色隐
形眼镜行为，可以拨打“12345”
投诉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智慧监管”助力提升
个体诊所药械质量管理水平

零售药店“星级评定”标准“升级版”助力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张

振芳 姚剑华）“药师耐心向我讲解
了止咳药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并细心做了销售登记工作。这家
药店的服务真令人满意！”11月16
日下午，新建镇的许奶奶在镇区一
家四星级药店购买止咳药时，对前
来开展“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活
动的市市场监管局新建分局的执
法人员说。今年以来，随着我市零
售药店“星级评定”标准的完善和
实施，进一步增强了零售药店负责
人的诚信经营意识和药品安全的
主体责任意识，促进了零售药店从
业人员和市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
业务素养的提升，进一步净化了药
品市场，保障了群众用药安全。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现有零售药店 470 多
家。为进一步完善我市药品经营
企业信用评价体系，落实药品零售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促进药品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该局根据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
法规文件，结合互联网违法销售药
品、中药饮片、含特殊药品的复方

制剂等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修订
完善了《宜兴市零售药店“星级药
店”评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新增了“质量体系管理、中药饮片
管理、网络销售管理、药学服务建
设、诚信建设、应急处置管理”等6
个模块，同时设置了执业药师不在
岗履责、药品的进销存记录不真实
完整、“五类药品”（抗生素、抗病
毒、退热、止咳、感冒）销售登记不
到位等14个“带*”重点项。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与原《标
准》相比，呈现出对零售药店“星级
评定”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对药
店的监管力度更大等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市市场监管局
结合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工作，就进
门扫码测温、“五类药品”销售登
记、从业人员应检尽检等防疫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了严格督查，作为零
售药店“星级评定”的重要依据。
其间，共计开展零售药店防疫检查
1800余家次，督促1600余名从业
人员严格落实应检尽检工作，促进
零售药店将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充
分发挥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前沿哨

所”作用。
新《标准》的实施，收到了较好

效果。至10月底，市市场监管局累
计开展药店“星级评定”470多家次，
评出3星级及以下等次45家，其中，
约谈告诫15家，责令整改30家，处

罚9家，进一步推进了“星级评定”工
作，提升了零售药店的规范化、标准
化管理水平，净化了我市零售药品
市场。今年以来，该局先后抽检了9
家零售药品企业的40多个批次的
药品，合格率达100%。

检查药店销售情况检查药店销售情况

面对面了解药械企业需求面对面了解药械企业需求
检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经营店进销货台账检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经营店进销货台账

检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质量检查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质量

今年“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从11月中旬持续至12月中旬，主
题为“安全用药 同心同行”。自10月起，市市场监管局就及早策划并会
同市相关部门启动了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执业药师进社区宣
讲、药品安全知识进学校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推
进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上图为药品安全知识有奖竞答。
左图为部署药品安全应急演练。

我市深入开展我市深入开展
““全国安全用药月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当心“美瞳”变“损瞳”！

市市场监管局规范整治
装饰性彩色隐形眼镜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