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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也提高了对零售药店管理的重视,尤其在处方药销售方面,更是加强了重
视与管理。按照零售药店的相关规定,药店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证书、较高的专业素质,以此来
保证人们准确用药,避免药物销售过程中出现错误。但当前大部分零售药店中的从业人员对药品的了解
不够全面,在对处方药销售过程中,对药品缺少把握,致使处方药销售问题逐年增长,无法保证人们的身体
健康。鉴于此文章对当前处方药销售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来出发点进行相关问题解决对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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