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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1100盒盒过过期期药药奖奖励励一一把把雨雨伞伞
历下选取60个社区启动过期药回收进社区活动

“有的回收点离家那
么远，再说，交给他们药
店，也没什么奖励，我干
吗跑那么远去啊？”17日，
在济南市历下区“过期失
效药品回收进社区”的活
动现场，今年70岁的安女
士说，“这种离家近的多
好啊，还能有奖励。”

今年65岁的张老先
生对药店无偿回收药品
也有些“看法”，“我们免
费给药店，他们也不给我
们奖励，再说，他们要是
拿 去 再 换 包 装 卖 怎 么
办？”因此，多年来的过期
药，张先生一直攒在家
里，足足攒了两大方便
袋，“也不敢随便扔了，万
一被坏人拿了去，再卖给
别人怎么办？”

对此，济南市历下区
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过期药若落入不法分
子之手，确实存在再次流
入市场的隐患，这将给患
者治疗带来难以预计的

后果。从平常检查的情况
来看，农村的过期药品中
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城市
街头的“药品回收”。

“定点回收单位绝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济南
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回收的药品将定期
集中销毁，一年两次，济
南市选取的销毁企业是
济阳的一家环保企业。对
于这些药店和企业，监管
部门监管一直很严，“绝
对不会落入不法渠道。”

采访中，许多市民都
反映回收过期药没报酬，
自己一般不会专门跑到
药店丢弃过期药。“确实是
这样，要是我们搞个赠送
小礼物的活动，投放过
期药的就会增加，可是
一停下来就少了。”泉
城 路 附 近 一 家 药 店 的
店长无奈地说，“作为
企业，如果没有相关资
金支持，我们不可能长
期举行这种活动。”

“现在这个活动好，
家里正好没有伞，交15盒
过 期 药 就 能 奖 励 一 把
伞。”1 7日，省城有些阴
雨，68岁的梁女士在活动
现场拿到了一把伞作为
奖励。

孙东介绍，为保证家
庭过期失效药品回收活
动有效开展，增强居民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养成定
期清理家庭小药箱的良
好习惯，“由区政府拿钱
进行奖励。”

根据历下区食药监
局制定的兑换标准，送交
1-3盒(瓶)过期失效药品
的，兑换抽纸一盒或鼠
标垫一个；送交 4 - 6 盒
(瓶 )过期失效药品的，
兑换手提袋一个；送交
7 - 9盒 (瓶 )过期失效药
品的，兑换水杯一个或
毛巾一条：送交 1 0 - 1 5

盒 ( 瓶 ) 过 期 失 效 药 品
的，兑换雨伞一把；送

交15盒(瓶)以上过期失效
药品的，兑换小药箱一
个。

“历下区把这项工程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投入
了 3 8万元，用于礼品发
放、回收药箱制作、宣传
材料发放等。”孙东说，当
然无害处理过期药更要
花钱，“无害化处理一立
方的过期药，大概要2000

元，现在价格还在涨。”
孙东表示，目前他们

在历下区选取了60个社
区进行试点，“如果效果
好，可能会在全区113个
社区全部设立回收点。”

“今年济南市还将增
加300个定点回收点。”济
南市食药监局市场处有
关负责人表示，济南市计
划在5月份，过期药回收
活动开展9周年之际，再
增加回收点，“同时会配
套一些便民惠民措施，包
括给优惠卡之类的。”

过期药该怎么处理？丢掉污染环境，交给回收机
构没啥好处，这让许多市民纠结。17日，济南市历下
区启动“过期失效药品回收进社区”活动，选取该区
60个社区为回收点，市民到这些回收点交上过期药
物，可获得各种小奖励。

据悉，济南市计划今年再增300个过期药回收
点。

“听居委会说今天有
回 收 过 期 药 的 活 动 ，这
不 ，整 理 了 下 家 里 的 药
箱 ，还 真 发 现 不 少 过 期
药。”1 7日的泉城有些阴
雨，但家住甸柳新村的孙
先生一早就来到了历下
区文化广场，参加“过期
失效药品回收进社区”活
动启动仪式。

今年70岁的孙先生和
老伴都有高血压等慢性病，
所以家里有不少药物，“有
时候放着放着就过期了。”
提着一大方便袋过期药，孙
先生翻看着说，“还有20多
年前的药呢！”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增强，很多人都会在家里储
存一些常用药、慢性病药，
但却很少有人刻意查看药
箱里的药品是否过期，基本

上都是有需要时才找来吃。
“经常是要吃药了，一看全
过期了。”

殊不知，这些过期药可
能会成为我们的“健康杀
手”。“像有的药，存在家里
也是有危险的。”济南市历
下区食药监局副局长孙东
说，一些挥发性强的过期药
品可能成为过敏原。比如青
霉素挥发到空气中就可能
诱发青霉素过敏，一些粉剂
不慎沾到皮肤上会引起红
肿或溃烂。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大
部分家庭都有过期药物。据
相关调查，我国约有78 . 6%
的家庭存有备用药品，其中
30%-40%的家庭储备药物
超过有效期，而且82 . 8%的
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过期药
物。

有过期药该怎么办？
“有时候打扫房间，看到过
期药就和垃圾一块倒掉
了。”市民王振才说出了许
多市民的做法。记者在泉城
广场随机采访了20位市民，
10位均表示会当做普通垃
圾倒掉。

“过期药如果不进行无
害化处理，污染是非常严重
的。”孙东介绍，药品有毒分
解物溶解后，会污染土地和
水源，破坏人和动植物的生
物链，“可以说这是毒害子
孙后代的事。”

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废弃药物是危险废品，
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此
类垃圾要分类收集，按危险
废物进行管理。

据悉，自2005年开始，
济南市首创开展过期失效
药品定点回收活动。活动启
动9年以来，济南市已经无

害化销毁过期药品146 . 2
万余盒（瓶）。目前，济南全
市遴选了200家药店作为定
点回收单位。

尽管济南市设置的定
点回收单位已经覆盖全市
各县区，但各回收点的回收
情况却是“冷热不均”。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个
月能回收过期药品100余
盒。”历山路一家药店的店
长刘女士表示。但纬二路附
近一家药店回收数量却少
了很多，该店店员张女士表
示，有时连续几个月都没有
人来投放过期药，“以前是
半年来收一次，有一次就收
了一盒。”

在有的回收点，由于使
用率低，本应放在店内显眼
位置的回收箱却被搁置在
角落里，或被商品掩盖，有
的甚至成了工作人员的日
用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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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掏腰包”
奖励上交过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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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找出20多年前的药

>> 随意处置污染土地和水源

各街道办事处过期药品回收点

街道名称 社区名称 通讯地址

泉城路

芙蓉街社区 芙蓉街90号

贡院墙根社区 贡院墙根27号

临湖社区 西城根街38-1号

大明湖

按察司社区 按察司街17号南侧

县西巷社区 明湖东五区6号楼西侧

曲水亭社区 曲水亭街南头

南北历山社区 明湖东一区8号楼1楼

东关

菜新社区 菜市小区33号楼西头

泺河社区 泺河小区13号楼南平房

长北社区 长盛北区31号楼北侧

长南社区 长南三区9号楼北侧平房

历园社区 花园路189号

建筑新村

和平新村社区 和平路新村5号

绿景嘉园社区 山大南路111号

历山东路社区 山大路154-3号

花园路社区 山大路35-2号

千佛山

佛山苑社区 佛山街19号

千佛山东路社区 千佛山东路35号市场二楼

千佛山西路社区 千佛山西路10-1号

千佛山社区 经十路73号8号楼北

历山名郡社区 历山路173号历山名郡B座102

趵突泉

青年东路社区 青年东路5号

泺文路社区 正觉寺小区二区29号楼前

趵突泉社区 趵南路129号趵突泉社区居委会

朝山街社区 南圩门外街5号南邻朝山社区

文西社区 文化西路44号西村学生公寓7号楼西邻

解放路

十亩园社区 历下区后场街3号

解放桥社区 历山路88-1号(历山宾馆北邻)

青龙街社区 青后1区6-1号(解放路派出所北邻)

历山路社区 历山路118号(文华园小区内)

文东

和平路社区 和平路36号

山师东路社区 山师东路9-13号

师东新村社区 师东新村6-2号

山大路社区 燕子山西路7-2号

科院路社区 山师东路29-1号

中创开元山庄社区 羊头峪环山路108号

环山路社区 燕翔路16号

燕山

燕子山小区社区 燕子山小区中心公园

燕文社区 文化东路、燕文东路12号

燕山路社区 解放路30号D座一楼101

益寿路社区 闵子骞路25号东门益寿路

燕南社区 燕子山小区西路

甸柳

甸柳第一社区 甸柳二区六号

甸柳第二社区 甸柳新村三区13号楼北侧

甸柳第三社区 和平路6—8号二楼南侧

甸柳第五社区 甸柳七区16号楼东侧

甸柳吉祥苑社区 文化东路29号D楼西侧二楼

姚家

名士豪庭社区 名士豪庭小区内

窑头村 窑头村委办公室

姚家村 解放东路71号

丁家村 工业南路73号

荆山村 浆水泉路28号

智远

智远村 智远村委会

盛福花园社区 奥体中路 盛福花园 23楼

八涧堡村 奥体中路 八涧堡村委会

义和村 工业南路30-3号

炼油厂社区 工业南路26号

龙洞

转山社区 转山西路3号

全运村社区 全运村销售中心2楼

燕山新居社区 奥体中路燕山新居小区会所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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