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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未央
辖区有 13家农贸（便民）市场，这
些市场不但承担着未央市民的日
常蔬菜供应，还肩负着向全市提
供蔬菜副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
想方设法、加力加速，筑牢农贸市
场疫情防控防线。”面对本次疫情
防控形势，未央区市场监管局主
要负责同志再次对当前重点工作
提出要求。

农贸市场人流量大、全天开
放，管控难度大，属于疫情防控
重点场所。未央区市场监管局

以新北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新
生活农贸副食仓储市场、西安摩
尔农产品市场等三大农贸市场
为试点，紧急采取“三化”即网格
化、智慧化、规范化管理措施，强
化安全监管，守牢这条重要“民
生线”。

在智能化方面，签约安装 5台
立柱式和 5把手持式“数字哨兵”，
改造更新监控设备，更换为具有

“人脸识别及抓拍”功能的新型AI
人脸识别监控系统，对进入市场
的人员全程高效追踪。购置安装

红外线测温设备对进入市场人员
进行测温，做到快速筛查异常体
温并报警提示。

在网格化方面，对片区网格
边界采取物理硬隔离措施。将 10
至 20家经营户组成一个网格，并
指定市场管理人员或商户担任网
格员，负责网格内的防控政策宣
传、核酸检测率达标、商户诉求反
馈等工作；标明片区长、网格长、
网格员等基本信息，并将网格地
图张贴在市场醒目位置。

在规范化方面，搭建 15分钟

核酸“采样圈”，设置了独立的核
酸检测亭，确保随到随检。紧盯
重点人群，建立核酸检测台账，落
实主体责任。安排专人专岗，制
作并佩戴疫情防控红袖标、场所
码胸牌，并公示管控最新政策和
就近核酸采样点位。

为确保“三化”管理模式有
效推广运用，未央区市场监管局
及时组建农贸市场工作专班，明
确每家农贸市场一名领导，3 名
监管干部，专班人员下沉市场现
场指导。

本报讯（记者 吴昌永）为进
一步提升网上中介超市服务能
力，西安市行政审批局以“智慧服
务”“便捷服务”为目标，不断完善
网办引导功能，拓展线下贴心服
务方式，全力打造PC端、大厅端、
自助端、手机端“四端联动”服务
模式，力争全方位满足办事需求。

企业群众可登录陕西政务
服务网（西安市）“中介超市”模
块或通过“i西安”APP、“西安政
务”微信公众号一键办理中介
机构报名、选取、评价等业务，
随时查看中介超市各类服务事
项内容、采购项目信息、业务办
理进度、办事指南及政策法规
等信息。同时，在西安市政务
大厅（西厅）设立工程建设项目
审前辅导和网上中介超市服务
专区，在全市各政务大厅设立
中介超市专窗，提前介入、靠前
服务，为项目报建人员提供全
流程审前辅导、导办帮办和业
务咨询。通过线上线下有机融
合，力求服务质量更高，服务时
限更短，服务能力更强。

据悉，西安市网上中介超市
全程网办，多系统平台对接，数
据互联互通，节省了企业成本，
提升了办事效率。目前，已入驻
中介机构 2202家，可提供中介服
务 72 类，平台点击量 46 万次。
今年以来，共完成中介服务交易
719笔，同比增长 475.2%。

构建市场与现场“一案双查”
西安开展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文锦）近日，西
安市住建局发布通知，从现在起至
12月底在全市住建领域开展建设
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专项整治
行动。

建设单位作为工程建设活
动的总牵头单位，对保障工程
质量安全起主导作用，是提升
工程质量品质、防范安全事故
发生的关键。为进一步落实中
央、省、市有关建设单位首要责
任工作要求，强化全市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督促建设单

位不断增强质量安全意识，切
实夯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本
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以下
三方面内容：

一是建设单位是否存在将工
程发包给个人或不具有相应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的施工单位等违法
违规发包行为；是否存在未取得施
工许可证或未办理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违
规问题等。

二是建设单位是否健全工程
项目质量管理体系,配备专职人员

并明确其质量管理职责；项目负责
人是否签订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
诺书和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签订
人员是否经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
并在岗履职等。

三是建设单位是否向施工单
位依法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周边
环境等资料；是否将建设工程安
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在开工前一
次性足额支付给施工单位；是否
建立健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机制等。

西安市住建局表示，对建设
单位不履行质量安全首要责任
的，依法依规加大处罚力度，一
律全市通报、一律集中警示约
谈、一律纳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信
用平台，一律暂停房地产预售或
合同网签、销售许可，并逐级上
报省住建厅，强化联合惩戒机
制，构建市场与现场“一案双
查”，进一步推动建设单位质量
安全首要责任落实落细。

落实“三化”管理守好民生底线
未央区市场监管局精准助力农贸市场疫情防控

西安市行政审批局
“四端联动”显温度

汉中派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业

从事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化妆

品、洗涤用品、保健品、消杀用品、计生用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及散装食品零
售、健康商品零售及多业态健康服务（中医
诊断、中药熏蒸、推拿、无痛针灸、拔罐、艾
灸、刮痧）的连锁企业。经过派林人19余年
的不懈努力和拼搏，企业快速发展为汉中市

第一家民营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截至目前，
在汉中市九县两区开设实体门店80余家。

公司被汉中市消费者协会授予诚信
经营“示范单位”，连续多年获得省、市、区
党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多项荣誉：2015年
10月被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陕西省总
工会授予“陕西省第五届双爱双评先进企
业工会”称号；2016年被陕西省诚信建设
系列活动组委会授予“陕西全省企业信用
总评榜红榜单位”称号；2012年至2019年

屡次被汉中市汉台区总工会授予年度工
会工作综合考核“先进单位”；2017年4月
成为陕西省药品零售行业协会汉中分会
会长单位；2019年 5月被汉中市汉台区
委、汉台区人民政府授予“脱贫攻坚社会
扶贫先进单位”；2019年10月被中共汉中
市委、汉中市人民政府授予“汉中市优秀
民营企业”殊荣；2020年9月29日被陕西
省诚信建设示范网评选为“质量强国 质
量兴陕 3A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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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是我国的传统国粹，有
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
的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深邃的
哲学智慧。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中医药
工作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
为中医药文化保护、振兴、发展指明了
方向。

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资源的独特优
势，进一步激发和释放中医药的功能和价
值，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也成为了各级医疗机构和广

大医务工作者思
考的问题。为传
承国粹，弘扬中医
药文化，更好地服
务于当地群众，汉
中派林大药房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经过数月的精心
筹备，汉中首家大
型综合国医馆
——汉中璞真堂
国医馆即将于近
期正式投入运营，
盛大起航。

汉中璞真堂国医馆位于汉中市汉台
区南环路天河小区古柏酒店西侧，总面积
2600平方米，是一家集中医药文化研究、
常见病诊治、中医养身调理及慢性病管理
治疗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国医馆。

走进装饰一新、古色古香的璞真堂
国医馆，一股中草药淡淡的香味迎面扑
来。古朴典雅的装饰，让传统中医的氛
围和韵味展现无遗。工作人员礼貌得
体专业的介绍，让人倍感温馨。尽管还
在试运营阶段，前来求诊的患者已是络

绎不绝，几位老中医的诊室门口，已经
有多名慕名而来的患者在候诊。

工作人员介绍说，璞真堂国医馆汇集
了多名省内外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省级
名中医和市级名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高
级职称的中医药专家坐诊，设置了内科、妇
科、儿科、男科、肿瘤、皮肤、脾胃、慢病、特色
诊疗等主要科室。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患
者，璞真堂国医馆还配备了全套生化检验
设备、心电B超、颈腰椎牵引机、红外线治疗
仪、电磁波治疗仪、中低频治疗仪、中医定向
透药治疗仪、中药熏蒸等治疗设备。

璞真堂国医馆结合传统中医特色脉
诊、手诊、面诊、耳诊、舌诊、触诊、罐诊的检
查方式，与传统的砭、针、灸、罐、药、按硗六
大治疗技法整合，开发推出了中医理疗项
目和中医特色调理项目，以疏通经络、解
放经络压迫、丰盈气血，完成对脏腑组织
的营养，筋骨的濡润、关节的通利，从而达
到“未病先防、不药而愈”的目的。为个人、
家庭及团体提供全方位的“私人定制”式
服务，为注重生活品质的人提供科学系统
及人性化的、全方位的中医健康管理。

目前，馆内已开展全身推拿理疗、
拔罐、走罐、刺血拔罐、刮痧、艾灸、针

灸、中药熏蒸、中药酒火疗、电脑中频
治疗、正骨整脊复位、舒神清脑、脾胃
排毒调理、肝肾排毒调理、颈肩腰背排
毒调理、面部有氧排毒调理、全身经络
淋巴排毒调理、五行九宫调理罐、全息
经络刮痧、精油走罐、驱寒祛湿扶阳
罐、扶正温阳灸、脊柱调理神龙灸、
TDP神灯、中医针灸减肥、中医刺络排
淤等中医理疗及特色调理项目。

璞真堂国医馆把“好中医用好中药，
好中药出好疗效”作为经营理念，严把药
材质量和安全，选用精选无硫中药饮片，
道地药材，采用“分戥退秤、分堆放置、准
确剂量、保证疗效”的遵古抓方流程，极
大保证了处方疗效和患者用药安全。不
仅可以让患者感受到纯中医的问诊方式
和原滋原味的道地中草药，还能享受免
费煎熬中药、按照个性化体质订制丸、
散、膏、丹等服务。

璞真堂国医馆将坚持为广大顾客提
供安全、可靠、放心的疾病诊疗服务，重视每
一位顾客，为他们精准、安全用药，随时跟踪
病情，根据顾客自身反馈，建立个人档案，让
顾客了解自己的体质，改善生活方式，做到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

璞真堂国医馆将以中国传统医学为
基础，采用望、闻、问、切与辨证施治，通过
运用中医特色诊断方法，结合中药配伍的
辨证施治，解决患者常规疾病与特殊疾病
的苦恼，充分发扬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和
中医特色优势，以中医学“治已病，防未病”
思想为基础，结合“五行八卦”理论，充分体
现中医特色和优势，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
患者，为患者量身定制全方位、个性化、系统
化的以中医疗法为核心的专业治疗疗程。

璞真堂国医馆负责人岳钰轩表示，
璞真堂国医馆将秉承“至善神农，璞真
本草”的医家宗旨，将集中医药之精
华，承中医药之仁心仁术，弘扬中医药
文化，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为广大患
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陈卫平

汉中派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岳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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