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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莱芜

或因含禁用成分，香港卫生署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或服用

维C银翘又出事莱芜没事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崔如

坤 见习记者 王浩奇) 近日，
香港卫生署在一种标示为“维C银
翘片”的口服产品中，发现可能存
多种未标示及已被禁用的西药成
分，并呼吁市民不应购买或服用
这款产品，因为服用后可能危害
健康。19日，国家药监局也介入调
查，涉事药品已被禁售。记者调查
发现，维C银翘片在莱芜感冒药市
场所占份额一直很小，受该事件
影响尚不明显。

据媒体报道，18日，香港卫生
署表示，他们接获医院管理局通
报一名41岁女病人去年10月因横
纹肌溶解及低血钾被送往医院接
受治疗。其后，病人在复诊时被发
现血钾水平偏低。她最近一次复
诊时向医生表示曾服用产自深圳
一药业的维C银翘片，临床诊断怀
疑她的症状可能由药物相关的不
良反应所引致。为此，香港卫生署
对该药品进行了化验调查，发现
该产品可能含有未标示成分西药
及已被禁用的可能导致溶血性贫
血，变性血红素血症及硫血红素
血症的非那西丁和会引起粒性白
血球缺乏症的氨基比林。

问题经曝光后，一些生产维C
银翘片的上市药企股价大跌，有
城市维C银翘片销售遇冷。19日，
国家药监局也已展开调查，并责
令深圳该药业暂停该款产品销
售。药监局初步调查未检出违禁
成分，但将进一步组织深入调查。
维C银翘片在莱芜的销售有没有
受到影响，市民对该事件如何看
待？记者展开了调查。

19日下午，记者随机采访了
十余位市民，大部分市民感冒时
很少服用该药品，只有3位市民感
冒时经常服用。不过，受访的市民

大都还不知道维C银翘片可能含
有禁用西药成分的事件。

采访中，不少年轻市民反映
即使感冒了也很少吃药，“一般就
抗过去了。”20多岁的张先生说。
还有不少市民感冒时，多服用中
药，很少服用含西药成分的维C银
翘片，“偶尔吃过，但感冒了多喝
板蓝根。”退休的赵先生告诉记
者。有3位受访市民表示，感冒时
首选药品是维C银翘片，“这个药
价格不贵效果还挺好，以前感冒
了经常吃。”受访的李女士说，她
从新闻上知道了维C银翘片的问
题，以后不会再购买服用了。

随后，记者随机走访了城区5
家药店。在这些药店均未发现被

爆出问题的深圳某药业生产的维
C银翘片，但都有销售其他药厂生
产的维C银翘片。不过，维C银翘片
在这些药店的销量一直很小，目
前尚没有明显影响。

汶源东大街一家药店的韩女
士告诉记者，如今市民购买感冒
药时，很少买维C银翘片等含有西
药成分的复方药或西药，而是选
购感冒颗粒、板蓝根等中成药或
中药。“很少卖维C银翘片，所以影
响也不明显。”韩女士说。汶阳大
街和花园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大
型药店的店长魏女士告诉记者，
她们店只买一家大型药企生产的
维C银翘片，目前销售也没受啥影
响，因为一直以来维C银翘片销量

就不好。据她介绍，早在2010年国
家药监局就通报过维C银翘片存
在安全问题，自此以后该药品在
感冒药市场中的份额就越来越小
了，很多市民不再购买该药品。

莱芜市中医院急诊内科亓医
生表示，2010年国家药监局就建
议不要长期使用维C银翘片，而且
多种感冒药同时服用也有可能造
成某个剂量超标损害健康，但现
实中很多市民并不知情，多自行
到药店购买感冒药。他提醒市民，
平常买药最好不要自行随便购
买，最好能向医生咨询。有的市民
觉得某一种感冒药疗效非常好，
以后就非这种药不用，这也是非
常不值得提倡的。

2010年9月19日，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第32

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提醒医务工作者、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以及公众关注中西药
复方制剂维C银翘片安全性
问题，以降低用药风险。

病例报告数据库信息分
析显示，维C银翘片的安全性
问题与其所含的相关成分有
一定关联性。分析还显示，维C

银翘片的使用存在超说明书
使用现象，表现为未按照说明
书推荐的用法用量使用，同时
合并使用与维C银翘片成分相
似的其他药品以及对维C银翘
片所含成分过敏者用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要
求生产企业完善产品说明书
和包装、标签，增加相关安全
性信息，并加强上市后安全性
研究，确保产品的安全性信息
及时传达给医生和患者。

过期药品

市民大多当垃圾处理
“过期药品已经失去了药效，

留在家里只会占地方、添乱，只能
扔掉。如果药品保存不当，密封不
紧，就算不过期也得扔，再贵也得
扔。”汶源东大街一位正在修理电
动车的李师傅告诉记者，过去他
一直觉得药品过期了加大剂量服
用同样有效，因此也曾服用过过
期药品，结果发生药物反应，一场
本来抗抗就能过去的小感冒让他
挂了三天吊瓶。

“没有听说过哪里有回收的。
医院也好，药店也罢，哪怕刚卖出
去也不会再回收。”在红石公园里
纳凉的赵女士说，“药贩倒是回
收，我还担心他们换了包装再卖，
坑害病人，干脆扔掉。”

大润发对面一小区里，不少市
民围在一起打牌，记者询问他们手
头是否有过期药品时，在场的均说
有。记者随即拦住十多位行人询
问，也都说有过期药品，或多或少，
但是处理方法都是当垃圾扔掉。

采访中市民徐先生说，之前益
寿堂曾经搞过过期药品换小礼物等
活动，但是路途较远，他没参加过。

处理过期药

全国没有统一机制
“回收过期药品，市药监局和

益寿堂总部曾多次联合搞过活
动。”据益寿堂1店领班李大姐介
绍，市民拿着一盒完好包装的过
期药品可顶1元现金用。也可以兑
换体温计和棉棒等。

据悉，益寿堂在莱芜有60家分
店，举办这种公益活动不会所有店

全部参加，参加的主要为1店、8店、
12店、36店等。回收的过期药品统
一交给益寿堂总部，由药监局和总
部统一处理，分部无权私自处理。

“每年在3·15期间，我们都会
有几家药店搞过期药品回收活
动，整盒完整包装1元现金回收。
在会员日也常常举办这样的活
动。”益寿堂的高翔经理说。

“所有过期药品，一律按照假
药处理，统一销毁，这是有法律规
定的。”药监局一位负责人说，但
是对于老百姓手里的过期药品，
不好监管，现在全国都没有形成
统一机制。“药监部门只能是提醒
市民别乱扔，别乱服用。”

避免污染

淘汰过期药，远离水源地
过期药品到底能不能回收？

定点回收的“点”设在哪里？记者
带着这些问题来到莱芜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该局市场科张科长告
诉记者，过期药品不属于他们的
管理范围。

19日14时许，记者在莱芜市药
品检验所见到了业务科科长张红
波。据张科长介绍，她们科室平时
主要为药品质量鉴定提供技术服
务，过期药都按照假药处理。“曾经
在政府广场举办过‘清理家庭小药
箱’的公益活动，回收市民家庭中
的过期药品。活动举办了3天，集中
处理了不少过期药品。”

张科长介绍，服用过期药会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例如维生素
C，本身有效期只有一年，市民服
用是为了补充维C，如果服用过期
药可能会影响吸收。还有些药，有
效期一年两年，出厂前已经存放
了很久，很容易过期。”张红波说，
虽然没接触到吃了过期药产生负
面作用的案例，但是现实生活中
肯定有。市民应及时清理家庭中
存留的过期药品，现在药品包装
上一般都标明生产日期和有效
期，市民要多留意。

因为回收机制缺乏，张红波
建议市民丢掉过期药品时，要避
开水源地。过期药品发生化学变
化，会污染水源，破坏环境。第二，
不法分子高价收药，更换包装后
重新流入市场危害百姓。她提醒
市民不要把过期药卖给药贩子。
第三，淘汰过期药时，尽可能将包
装破坏，避免拾荒者捡到，服用引
发危险。

本报6月19日讯(见习记
者 王浩奇 通讯员 李明
生 闫道举) 记者从莱芜市
医保处获悉，从今年7月1日
起，中国五矿集团鲁中矿业有
限公司现有职工及退休人员
9047人在莱芜行政区域内的
职工医疗保险全部移交属地
管理，该公司成为继新矿集团
后，医保移交属地管理的第二
家大型国有企业。

鲁中矿业公司现有职工
及退休人员9047人，其医疗保
险原先封闭运行，实行企业内
部统筹。自去年以来，莱芜市
人社部门对鲁中矿业公司封
闭运行的医保数据进行了测
算和分析。经过反复沟通协
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经
市政府常务办公会研究同意，
该公司在莱芜行政区域内的
职工医保关系将于7月1日正
式移交属地管理。

医疗保险属地移交后，公
司职工和退休人员将享受到
与莱芜市职工同等的医保待
遇，包括享受最高支付限额为
20万元的统筹金保障，以及最
高支付限额为50万元的大额
医疗救助金保障。公司职工和
退休人员可在莱芜市26家医
保定点医院就医，享受联网即
时结算服务，同时，在济南、淄
博、青岛、潍坊等7个地市63家
医院就医，也可以直接联网结
算报销。门诊特殊病费用可选
择一家定点医院，并试行门诊
联网结算。

据了解，莱芜市人社部门
还对公司所属医院程序进行
了升级，对公司医院1万多条
疾病、药品及诊疗目录全部重
新审核编码，并对今年上半年
700多条医疗费报销记录逐一
进行了核对，及时导入到莱芜
市医保系统中。同时，市人社
部门编印了5000多本医保政
策问答手册，发放到公司职工
和退休人员手中，使他们对政
策和就医流程有了直观认识。

目前，莱芜市人社部门已
将医保个人账户卡和《职工医
疗保险证》全部发放到公司职
工和退休人员手中，并在公司
所属医院新增了3个医保刷卡
机和3个社保刷卡机。公司职工
可凭医保卡或社保卡在莱芜市
200多家医保定点门诊及定点
零售药店刷卡治疗和购药。

过期药品无处去
市民弃之为垃圾
文/本报记者 曹剑 见习记者 冯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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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正在调查维C银翘片在莱芜的销售情况。本报见习记者 王浩奇 摄

市药监局和益寿堂联合回收过期药现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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