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
员 邵佳莉）选择商品、购物车结
算、扫码支付、拿取药品……几天
前的一个夜里，家住金洋花园的
陈女士慢性荨麻疹突然复发，急
需购买氯雷他定胶囊，她通过浙
里办App上的“普药智搜”平台搜
索后发现，自家小区的“数智药
柜”内就有库存，便立即下楼购
买，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

“都晚上10点多了，附近的药
店早就关门了，幸好小区里有这
个‘数智药柜’，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这真的是方便我们老百姓。”
陈女士说，在“普药智搜”中既可
以输入药店名称进行精准搜索，
也可以点击“附近药店”“24小时
药柜”进行模糊搜索，相关药店按

地理位置由近及远进行排列，平
台还对选择的药店提供导航、店
内销售药品查询等服务。

陈女士感受到的购药便利，得
益于我区加快推进“舟药在线”药
品监管服务综合平台数字化改革
项目试点取得的成果。今年以
来，区市场监管分局结合现代社
区建设、舟山市“小岛你好”海岛
共富行动及普陀区“共富方舟”健
康服务项目，对原有“舟药智管”
“云监管”平台、舟山药品认证检
查App等信息化监管平台进行了
整合优化、改革创新，通过数字赋
能强化药械化治理和服务，进一
步保障药品供应和安全，“舟药在
线”数字化改革项目试点还纳入
2022年全省药品流通监管创新试
点项目。

“数智药柜”建设，是该项试
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

年已在6个住宅小区、1个商务中
心大楼、1个海岛、1个农村社区投
放了 10台‘数智药柜’，计划在
2023年底前完成20台数智药柜建
设。”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
说，每台“数智药柜”能提供120种
常见药品，并对接外卖平台，可由
外卖员凭密码代为取药后配送，
既满足特殊人群购药需求，又实
现疫情期间足不出户购药。

“不仅如此，群众还可通过
‘数智药柜’进行疾病问诊、用药
咨询。”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责
人说，他们还依托5G无线网络技
术，贯通了“数智药柜”、药店信息
系统和医保信息系统的医保一站
式结算系统，实现医疗、医药、医
保的“三医”联动。截至目前，“数
智药柜”共产生订单2385笔，成交
金额约8.78万元，其中夜间订单
1798笔，成交金额约6.89万元。

“舟药在线”药品监管服务综
合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试点还包
括“共享药房”服务功能的整合。
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分局主动
对接舟山“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
动及区“共富方舟”健康服务项
目，将“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
点覆盖16个悬水小岛，600余种医
保药品都可由“共享药房”配送，
自费及特殊需求的药品，也可由
联系便民服务点的药品经营企业
代为采购后，配送至海岛便民服
务点。今年截至目前，已预约代
购药品11次，涉及17个品种。

“我们还通过‘舟药在线’数字
化改革项目试点的开展，搭建了

‘检查驾驶舱’和‘药械驾驶舱’，视
频实时查看零售药店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有效提升数据资源
利用率。”区市场监管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我区推进“舟药在线”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试点

数字赋能让群众购药更便捷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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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急难愁盼 促活力迸发
我区多举措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孙翠萍）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11月24至27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为宣传展示我区本土动
漫发展成果，区委宣传部组织本土
动画片《桃花猫和东海鱼》及衍生
产品，“奥嗯家族”、蚂蚁岛“蚂小
蚁”、东极岛“东仔”、六横岛“小茶
豆”、登步岛“呆瓜”等普陀岛域IP
形象及文创衍生产品集体亮相此
次动漫节，这是我区IP形象首次参
展国际性动漫展会。

普陀此次参展将以“桃花猫”
IP形象为“队长”，带领它的“东海
朋友们”通过产品展示、趣味互动、
形象巡游等方式，全方位展示普陀
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和产业发展
成果，将现代、活力、幸福的普陀形
象带入更广泛的大众视野。

近年来，我区将动漫影视产业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给予持
续性扶持，加大对《桃花猫和东海
鱼》动画片、登步“呆瓜”IP文化体

验园、“奥嗯家族”文创产品研发等
项目的培育力度，取得了一定成
果。《桃花猫和东海鱼》先后入选
2021年中国文创地图文创IP榜样、
2021玉猴奖年度十佳新锐动漫IP、
2021新光奖国际原创动漫大赛“新
工厂”城市文旅IP等，目前动画片
已上线优酷视频，近期将在央视少
儿频道播出。“此次组团参加中国
国际动漫节，目的也是借此助力普
陀海洋文化的传播，进一步提升普
陀城市形象和城市影响力，以文化
产业带动全区各产业全面发展。”
区委宣传部文化发展科相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中国国际动漫节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是我国
首个国家级、国际化的动漫专业节
展，吸引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美国迪士尼、上海美影厂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纷纷参加
展会。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起在杭举行

普陀动漫首次组团亮相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记者从
有关方面了解到，区委全面依法治
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联合
区普法办，决定对全区各单位和部
门普法工作开展评议，旨在推动国
家机关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构建单位和部门分工负责、
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
作格局。

此次评议于今天上午 10：00
至11月30日18：00通过掌上普陀
App采取“社会公众评议”方式进
行，主要内容是将首批10家单位
的普法履职情况在掌上普陀 App
上发布，接受各界评议，并组织开
展投票活动。活动期间，每位用户

每天仅有1次投票机会，每次要求
点击4个单位。首批10家单位“谁
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评议结
果，将纳入 2022年度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同时作为优
先推荐“八五”普法中期和末期省
级、市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条
件之一。

据悉，首批10家“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贯彻落实重点单位
分别是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应急管理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海洋与渔业
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社会公众投票启动
市民可通过掌上普陀App对首批10家单位进行投票

□记者 胡晓

每天，在农贸市场、商场超
市、客运场站等处的入口位置，他
们严格把牢防疫“大小门”的身
影，总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这是区防疫办公共场所组的工作
常态，这支队伍的成员来自区属
单位和镇、街道，他们的“主阵地”
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主要职
责就是筑牢公共场所防疫“安全
线”。

昨天下午3时左右，一辆来自
宁波的长途班车缓缓停靠普陀长
途客运中心，乘客有序下车，在工
作人员引导下进入出站口。普陀
长途客运中心董事长李斌在出站
口引导乘客扫场所码，查验行程
卡和核酸检测证明，对省外入舟
旅客，引导其现场完成核酸采样，
并按照不同的行程分类处置。

“长途客运中心班车旅客来自

全国各地，人员复杂、流动广泛，
是疫情防控‘外防输入’的重要关
卡，责任重大。”李斌告诉记者，作
为公共场所组的一员，他时刻绷
紧防疫工作这根弦，一有时间就
到出站口参与执勤。

“进入市场，请正确佩戴好口
罩，扫场所码，出示健康码和行程
卡。”每天上午，阳光三六五农贸
市场负责人虞思洁都会和志愿者
一起守在入口处，并不时提醒顾
客戴好口罩。“市场人流量大，守
好门是我们日常防疫工作的重
点。”

普陀商务局商贸市场发展科
工作人员王昱博既是商超“小门
管控”的教导员，又是商务疫情防
控的战斗员。他熟悉疫情防控各
级文件精神，总是在第一时间学
会学透并编成各种“应知应会”向
各商超传达。有时，他还会进行
暗访，查看商超防疫措施落实情

况，不厌其烦向商超工作人员强
调扫码、查码的重要性。

11月20日凌晨4时，区文广
旅体局副局长乐波的手机突然响
起铃声。“乐副，根据最新的疫情
防控政策，11月20日0时起，继续
关停本岛区域内的网吧、影剧院、
博物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具体
公告已发送给你，请把最新的政
策及时通知有关人员。”

仔细查看公告后，乐波迅速通
过工作群向相关人员发送了最新
防疫政策，未及时接收信息的，则
逐一电话通知，这样一忙活，天就
亮了。“睡觉时都要把手机铃声调
到最大，生怕错过一个信息，连洗
澡的时候都要把手机带到浴室内，
以防漏接一个电话，因为随时都有
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乐波说。

“老婆，今天我住所里了，这
个周末应该可以回家，到时见。”
11月21日晚，沈家门派出所民警

陈俊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
回派出所休息。自本月以来，由
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陈俊杰吃
住都在所里，战斗在密接人员管
控和转移的一线。“疫情防控我们
理应在一线。”陈俊杰的妻子是定
海区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夫妻
俩肩负着共同的使命。

从晨曦微露到夜色如墨，公共
场所组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默
默坚守着。当前，我区各类公共
场所严格执行“场所码”现场查
验，严格落实“一扫三查”和7天旅
居史“穿透式”询问，确保“逢进必
扫、逢扫必查、不漏一人”，切实守
住疫情防控“小门”。

“我们经历着速度、力度、执行
度的考验，公共场所组全体成员将
继续坚持站在前、冲在前、干在前，
当好公共场所防疫‘守门员’。”
区防疫办公共场所组组长刘琦波
表示。

把好“防疫关”当好“守门人”
——区防疫办公共场所组工作纪实

近日，六横镇大岙客运站南面的癞头山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成群结对的
野鸭在海面上展翅翱翔，场面壮观。近年来，六横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来此越
冬和繁殖的飞禽逐年增多，成为当地一景。 （通讯员 刘生国）

小岛迎来“特殊客人”

通讯员通讯员 刘生国刘生国 摄摄

本报讯（记者 郭杰）昨天下午，区委副
书记、区长徐炜波来到沈家门街道，向基层
党员干部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他强
调，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精准把握
沈家门在普陀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定位，
对标对表、实干争先，在现代化新普陀建设
中打头阵作表率。

徐炜波在宣讲中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
六个特色、四大挑战、九条本质要求等方面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系统宣讲和阐
释。他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极具政治动
员力、思想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时代感召
力。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
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就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普陀实践，
徐炜波强调，要着力打造高端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能源产业、船舶修造
业、现代海洋渔业等优势产业，坚持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着力打
造内联外畅的开放循环枢纽，持续做大中
石化全球运营中心、浙江天然气交易市场
等交易规模，积极引入外资银行等主体。
要着力建设共建共享的共富美好社会，大
力实施“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扩中提
低”工程，努力建成一批充满活力、令人向
往的美丽海岛。

徐炜波强调，沈家门街道要全面梳理
年度目标任务，谋深谋实明年工作思路，及
时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成果运用到指导
实践上来，奋力冲刺“全年红”。要着力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龙湾、石弄区块拆除和马峙村征收工作，推进沈一小
及周边区块改造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切实提升老城区教育、医疗、养老、托
育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要扛起抓经济的主责主业，狠抓项目建设、招商引
资等工作，推动“一条鱼”“一条船”迭代升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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