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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省旅游局官网为期 7 天的公示结束后，全省
190 个景区成为 2017 年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建设单位，
并授权挂上“放心消费在浙江”的 LOGO 标识，我市包括
天台山景区、神仙居景区、台州海洋世界等景区在内的
11 家单位上榜。

台州 11 家景区挂上
“放心”牌
昨日，记者在省旅游局官网的公示公告栏目上看到，关
于 2017 年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建设单位名单的公示顺利
结束。在 190 家新产生的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名单上，台州
有 11 家景区入选，包括天台山景区（国清、石梁）、神仙居景
区、永安溪休闲绿道、温岭长屿硐天、台州温岭方山景区、台
州市海洋世界、台州市玉环漩门湾农业观光园景区、台州市
三门蛇蟠岛景区、临海羊岩山茶文化园、天台山龙穿峡景
区、三门农博园。
市旅游局规划处工作人员介绍，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
在景区主动申请的基础上，由省消保委委托第三方机构进
行消费体验，并进行核查评审而来。通过公示后，放心景区
将在“放心消费在浙江”官网公布，为消费者提供指引，并授
权挂上“放心消费在浙江”的 LOGO 标识，同时纳入“消费者
信得过单位”
、
“守合同重信用”
等相关活动进行正向奖励。
记者 高波

仿制药，台州质量杠杠的
我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全国领先
17 个获批品规，华海占 9 个
昨天，记者从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在国家食药监总
局公布的全国首批 17 个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的药品品规目录中，华海药业 9 个品规获批，占总数的
53%，我市药企在全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
“首战告捷”
。
什么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安
监处副处长王慧群解释说，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指对已经
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
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
换句话说，仿制药需在质量
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
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了全国第一
批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目录。
“全国首
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共计 17 个品规，其中我市的华
海药业有 9 个品规获批，占 53%。”
王慧群说。
华海药业的好成绩，与其近几年将目标瞄准国外市场
分不开。
“华海药业等制剂出口企业有优惠政策保驾护航，
在艰难走出国门后，将迎来荣归故里抢占市场份额的新机
遇。”
王慧群说，原料药和制剂工艺水平的提高，增加了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
“筹码”
。
那么，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将享受哪些优惠
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意味着与原研药质量等同、
临床等效。国务院明确规定，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在医
保支付方面予以支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
先选用。
另外，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在药品集中采购中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品种。
因此，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有望获得巨大益处，尤其
首批通过的品种更将成为“明星”被市场热切关注，在一致
性评价中进展迅速的药企将占据先机，迎来重大利好。
“以首批通过的厄贝沙坦片为例，该药品 2017 年国内
总销售额约 13.3 亿元，目前除原研药外江苏恒瑞的市场占
比最高，随着一致性评价的推进，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市场将被优质仿制药占领，华海药业的厄贝沙坦片市场份
额将持续增加，未来有望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王慧群
说。
记者 王媛媛

4 年 447 人乱放烟花爆竹被抓了

春节市区烟花爆竹新政出台：
指定地点允放 5 天外，违规将被拘留
年关将近，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监管工作也被提上了日
程。昨天上午，我市召开了市区限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部署会议，今年农历新年期间，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基
本与去年相同，只能在规定区域、规定的 5 天时间内燃放，违
规燃放的将会被行政拘留。
我市自 2006 年出台了首个市区禁限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的通告以来，允许燃放的时间从 30 天缩短到了现在的 5 天，
对于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处罚也越来越严厉。
2014 年以来，我市公安部门共行政拘留违法燃放烟花
爆竹 447 人，
破获非法运输、销售、储存烟花爆竹案件 104 起，
收缴烟花爆竹 37825 箱，兑现举报奖励 19.85 万元。我市因燃
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从 2014 年的 124 起，下降到去年的 8
起，降幅达 93.55%，市区春节期间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
升。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我市就对市区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
竹进行立法讨论和准备，也召集过烟花爆竹相关的从业者和
市民代表召开听证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立法目前还未通
过。
因此，今年农历新年期间，我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依旧参

照去年的相关标准执行。
根据今年的规定要求，在三区及集聚区东部新区禁止销
售礼花类、摩擦型、烟雾型及单筒内径小于 30 毫米、单发药
量大于 25 克、总药量大于 1200 克的内筒型组合烟花。
在文物保护单位、军事设施、党政军警、人大、政协机关
驻地等围墙外侧 50 米内，以及医疗机构、学校、山林、车站、
码头、飞机场、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和输变电设备等
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限制燃放的区域，包括三区以及集聚区东部新区全部范
围。允许燃放的时间只有农历除夕前一日、除夕、正月初一、
正月初八、正月十五这 5 天的时间。
对于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公安部门将会责令停止
燃放，并处以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
则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甚至行政拘留。
对于违规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市民可以
进行劝阻和举报，有关部门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举报人予以表
彰和奖励。
记者 王超

“惠民公交”开通，票价减半
天台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后群众得实惠
昨天上午 10 点半，天台汽车北站开往石梁镇老路的班车
准时发车。虽然车上乘客没有坐满，但城乡公交车还是按时
发车，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不多就不发车”的现象，而且
车费比以前更加便宜了。记者了解到，这些改变，源于天台近
日实施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带来的新变化。
“以前到石桥要 15 元，现在只要 8 元，一次就省下 7 元钱，
这样的好事老百姓喜欢。”家住天台石桥的金大爷说，天台城
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带来最直接的实惠就是票价大幅下降。
据悉，此次天台城乡公交票价下降幅度最高的达 50%左
右。比如天台至石桥的票价由原来的 15 元调整现在的 8 元，
天台至大同班线由原来的 25 元降至现在的 10 元。
“每逢星期一，学生会比较多，客流旺一些。”天台县恒达

运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从这几天运行情况来看，实行城
乡客运一体化改造的北山线、南山线运行正常，满足了乘客
对乘车的需求，平时实行定班定时，高峰时段还增开加班车
滚动发车，分流乘客，
确保了乘客顺利出行。
据了解，天台县的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工作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全面整合县内 177 辆农村客运班车。1 月 3 日，天台率
先完成了北山线、南山线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工作，新购置
的 11 辆 19 座清洁能源城乡公交车投入使用，直接惠及沿线
群众出行对乘车的需求。今年天台将通过分期分批改造的办
法，计划投放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 126 辆，力争在 2018
年底前全面完成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
记者 洪纬州 通讯员 齐优涛 陈绍锦

父亲“黄昏恋”
，遗产都归了“继母”
法官：
遗赠扶养协议优于法定继承
仙居的李老伯生前签下协议，把房屋遗赠给了自己的恋
人徐女士。这让他的五个子女很不满，认为他们才是遗产的
法定继承人。李老伯一去世，双方就为争夺遗产对簿公堂打
起了官司。

老伯与恋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李老伯与老伴共生育了五个子女，十年前，老伴因病去
世。此时，李老伯也年事已高，子女们工作都比较忙，无暇照
顾他，使得李老伯一度情绪低落，
十分消沉。
2008 年 8 月，李老伯经人介绍认识了早年丧夫的徐女
士，徐女士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李老伯对生活重燃了希望，两
位老人很快谈起了
“黄昏恋”
，
一起生活相濡以沫。
2015 年，李老伯与徐女士在中间人李某的见证下，签订
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约定李老伯自愿将自己的一间房产
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在去世后赠与徐女士，徐女士则保证继续
悉心照顾李老伯，
让其安度晚年。

子女们和“继母”为争房屋对簿公堂
2017 年 1 月，李老伯离世。可是没想到，在他去世后没多
久，子女们与徐女士就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对
遗产归属争执不下，2017 年 3 月，徐女士将李老伯的五个子
女均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她与李老伯之间签订的遗赠扶养
协议合法有效，
判令李老伯的房屋归自己所有。
“父亲临死前一直强调要把房子留给我们继承，赠与协

议与他的生前意愿相反，应当无效。”在法庭上子女们称，徐
女士只是父亲生前雇佣的一个保姆，父亲肯定是在精神不正
常的情况下或者受到了她的欺骗才签下协议。
徐女士坚称跟李老伯是夫妻关系，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但是两人 2008 年已在酒店办过酒席，一直共同生
活，
自己尽心尽力照顾李老伯直到他去世，
房子理应归她。

遗赠扶养协议优于法定继承
2017 年 8 月，仙居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徐女士与李老伯
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
得知判决结果后，李老伯的子女们很不服气，向台州中
院提起了上诉。秉持案结事了的原则，台州中院法官再次组
织调解，近日，徐女士与李老伯的子女们终于达成了调解协
议：徐女士自愿放弃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权利，由李老伯的五
个子女共同一次性给付徐女士 33 万元作为对价。
对此，承办法官解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与扶
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
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遗赠扶养协议的本质是合同，一经签
订，双方必须认真遵守协议的各项规定。根据《继承法》第 5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
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也
就是说，遗赠扶养协议最优先，遗嘱继承、遗赠次之，法定继
承再次之。本案中，被告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老伯生前有
解除与原告间遗赠扶养协议的行为，因此，李老伯生前的意
愿应当得到尊重和法律的保护。
通讯员 张茹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