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责编 刘浩华美编 邓渊博

美编助理 霍笑芬

生活+D07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

健 通讯员/黄翠红 摄影报道）

里水企业要注意了！记者日前

从里水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获

悉，从3月22日起，佛山市“一

照通”改革范围再扩大，食品经

营许可（单位食堂除外）、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药品经营

许可（零售）纳入“一照通”改

革。不再发放食品经营许可

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凭证、药品经营

许可证的纸质证件，相应许可

信息通过二维码加载在营业执

照上。

此举有效简化了个人申报

开办该类企业的手续和流程。

以开办药店为例，以前需要办

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

等，需要分别向工商登记窗口

及食药监窗口提交各种表格，

跑动多、时间久，现在推行“一

照通”之后，只需办理一个营业

执照即可，无需单独办理纸质

许可证。

里水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整合前端、

再造流程、优化现场核查，将涉

及市场监管领域的经营许可与

营业执照合并办理，许可事项

及信息通过二维码的方式集中

体现在营业执照上，只颁发营

业执照，不再颁发相关纸质许

可证，真正做到了一表通办（只

需提交一套材料）、一窗通办

（只需前往一个窗口）、一照通

行（只需领取一个结果物）。

目前，“一照通”改革的实

施范围主要是食品销售经营者

和小餐饮经营者，涉及食品经

营许可与商事登记合并办理。

3月22日起，全市范围将食品

经营许可（单位食堂除外）、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药品经

营许可（零售）也纳入了“一照

通”改革。改革按照“先易后

难，先简后繁，成熟一项、实施

一项”的原则，不断扩大改革事

项实施范围。

据了解，“一照通”改革是

指按照“统一系统、一次告知、

表单合一、告知承诺、限时审

批、照后核查、审管衔接”的模

式，将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所

有经营许可与营业执照合并办

理，许可事项及信息通过二维

码的方式集中体现在营业执照

上，只颁发营业执照，不再颁发

其他许可证。市民可以在行政

服务大厅办理，也可以关注“佛

山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依次

点击“微服务”“登记办照”进行

自助智能办理，最快5分钟就

能办好。

1995 年，爸爸永远离我而

去了。思念从此在心里生了

根、发了芽，并开满了一朵一朵

回忆的花，在每个春夏秋冬寂

寞地绽放。

暮春。我还是那个学龄前

的儿童，爸爸伸出两根手指让

我拉住。小镇上有个国家矿

山，矿山里有爸爸的朋友，爸爸

和他的朋友用白话聊天，我听

不懂，但是爸爸的朋友给我一

个很大很红的苹果带回家，苹

果味道真香啊。很多时候我和

爸爸在外散步，有时候走累了，

爸爸就用他的二八大单车带上

我走。小镇里很小，人不多，但

是好像都认识爸爸，他们远远

地便停下手中的活计，跟爸爸

打招呼。我像个骄傲的小公

主，坐在单车前。但是爸爸告

诫我要谦虚低调，对人要善良，

要多帮助人，要用自己的品德

行为去赢得别人的尊重。爸爸

的教导像春天的种子，从小种

在我的心里。

盛夏。爸爸的兴趣爱好很

广泛，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他

不会玩的。他组建了一支乐

队，二胡、扬琴、手风琴、古筝

……夏天的周末，一群人在一

间屋子里敲打出欢快的音乐。

耳闻目睹多了，我也喜欢音乐，

可是什么器乐都会的爸爸坚持

不教我，我只好偷偷地在门外

渴望地看着他们弹奏，偷偷地

在他教学生合唱的时候学习他

的指挥。后来妈妈告诉我，爸

爸怕我玩心散了，在那个“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

代，他只好用行为遏制我好玩

的心。多年后我笨拙地在钢琴

上弹奏《天空之城》，空灵旷远

的音乐在指尖下流淌，特别让

我感到遗憾，要是早出生一些，

或者要是读书的时候成绩更

好一些，也许爸爸就愿意教我

玩乐器了。他弹扬琴我吹笛

子，他拉二胡我弹中阮……夏

天的夜晚，凉风习习，要是能这

样陪着爸爸，该是多么美好的

事情呀！

暖秋。国庆节前我来到了

这个世界，爸爸给我起名“丹”，

说是红色的意思，举国欢庆国

庆节，我的出生，也是为庆贺红

色政权的成立！在他的心里，

那当然是女儿的降生令他更为

欣喜。妹妹降临的前夜，他在

等待的过程中画了一幅栩栩如

生，后来在家里挂了很久的“猛

虎下山图”。在他的潜意识里，

愿望是生个男孩吧，虎父无犬

子，他希望他的孩子也是“虎

子”。爸爸还会裁缝和理发，据

说还教给了他的学生。多年后

有位学生告诉我们，向老师学

习了裁缝技术后，回家给家人

做了衣服，在那个年代的乡村

里，真是了不得的事情，“你爸

爸是我最佩服的老师，没有之

一！”爸爸那全身的本事，可惜

我却全都没能学到。

寒冬。爸爸是重点学校骨

干教师，家里各种的证书见证

他的工作履历。他曾经教初三

整个年级四个班的化学课；他

曾经奔忙在成人教育培训，为

更多人提供学习的机会；他曾

义务帮助了很多人，每每深夜

里回来，嗓音嘶哑着，和着屋

外凌冽的北风，却从来没有抱

怨过。

在爸爸走前的最后一个冬

天，他告诉我，感觉身体不对劲

了，我不敢表露心中的难过，只

能在叔叔面前掉眼泪。

赶到他的病榻前，他的身

体已经瘦削到看不出当年的风

采，我的爸爸，当年是多么玉树

临风，高鼻梁大眼睛，舞台上他

扮演的都是那个年代“好人”的

角色。那个经历过优越的生

活，也承受过艰苦的生活磨难，

却依然幽默、达观、宽容、慈悲

为怀的人，那是多么完美的爸

爸啊——他躺着病床上，忍受

着病痛的折磨。

自从他在那个小镇里工作

了多年，在家他就讲一口半土

不洋的乡镇话，很少再讲他老

家县城的南雄话。但是那个晚

上，我守在他的病榻前，他用他

家乡的最亲的方言，不停地在

叨叨：树叶掉下来了！树叶掉

下来了！！我握着他的手，也没

能驱散缠绕他的恶梦。

我的假期不多，回到工作

的单位才没多久，就接到了噩

耗，爸爸的树叶凋零了！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每十年回去给爸爸扫一次墓。

阳明山里青山苍翠，我与墓碑

后的爸爸喃喃细语，烟熏缭绕，

总是让人止不住地泪眼婆娑。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

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

恋，洒满了湖面。多少年以

后，如云般游走，那变换的脚

步，让我们难牵手。多想某一

天，往日又重现。这一生一

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

化冰雪的深情，就在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每当听到李健演唱的这首

《贝加尔湖畔》，都让我恍惚，我

希望那个最懂我、最爱我的人，

那一片飘零的叶，在那样有月

光的夜晚，听到了我如水的思

念，能飘到我的梦里来。

“一照通”改革范围再扩大
几类纸质证件不再发放

市民可在行政服务大厅或关注“佛山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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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事项信息中
许可状态的几种情形
需要现场核查的，营业执照上许可事项信息中的许可

状态分为五类情形：“核查中”、“整改中”、“有效”、“不合

格”、“无效”。

●“核查中”指管辖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被委托的审

查机构）尚未进行现场核查或正在进行现场核查。

●“整改中”指经管辖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被委托的

审查机构）现场核查，核查不合格但可在现场核查环节时限

内整改完毕的，给予整改。

●“有效”指经管辖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被委托的审

查机构）现场核查或复检合格的，准予经营许可。

●“不合格”指经管辖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被委托的

审查机构）现场核查不合格且不可在现场核查环节时限内整

改完毕的，或复检不合格的，不予以经营许可。

●“无效”指申请人申请许可事项注销业务，或营业执照

依法被吊销,或许可事项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许可审批

部门依法予以注销。

不需要现场核查的，营业执照上许可事项信息中的许

可证状态分为三类情形：“有效”、“无效”、“补发中”。

●“有效”是指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准予

经营许可。

●“无效”是指申请人申请许可事项注销业务，或营业执

照依法被吊销，或许可事项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许可

审批部门依法予以注销。

●“补发中”是指申请人申请“一照通”业务时，原先持有

的许可证已遗失且未赋予许可电子证书的，其遗失声明的公

示期限尚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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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正在里水镇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事。

■书法作品《放鱼》作者：程树忠

■书法作品《咸阳城东楼》作者：程树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