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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从2008年9月30日起，
“Family mart”24小时便利店开始增
加售药服务，一些常用大众药被醒
目地摆进了柜台。将夜间药店和便
利店结合在一起，不失为一种好方
法。

在德国，社区内的药店会轮流
值夜班，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成本。同
样，在其他不值班的药店，橱窗中会
贴一张说明和简图，清楚地写明社
区内每个药店的位置和这些药店营
业时间“值班表”。

美国的连锁店都提供24小时服
务，但不是每家分店都如此。如果某
家连锁店在一个城市里开了多家分
店，半夜会根据情况只留一家或数
家继续营业，其余按时关门，这样既
可为顾客提供不间断服务，也不会
造成资源浪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即24小时服务的药店不能离居民区
太远。所以美国人说，有一样东西，
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能
买到，那就是药。

苹果零售价走高的背后是苹果
收购价的居高不下。“前几天有农业
大学的一位教授来调研，一听说苹
果收购价已经超过3 . 5元一斤，就惊
讶地说，今年的苹果比棉花还贵。”
沂源县某林果合作社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说，沂源和烟台是山
东重要的苹果产地，两地的苹果收
购价，80毫米的优质果已经达到5 . 5

元一斤。一般来说，棉花的收购价格
为3 . 5元/斤，是诸多农产品中收益
较高的一种，而现在苹果的收购价
已经超过棉花，这在历史上并不多
见。

至于苹果价格是否会继续增
长，卓创咨询水果分析师王敏则认
为，目前苹果价格已基本接近峰值，
倘若出现涨幅也只在0 . 1-0 . 2元左
右。“随着苹果在10月下旬的集中上
市，价格或许会出现降价，但幅度大
约就在0 . 5元左右。”

王敏分析说，按照当前的市场
行情，果农将从中获得最大利好，批
发商、零售商则因为受高价的影响，
倘若此时大量囤货则可能面临一定
的市场风险。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本月下旬集中上市

苹果价格或下降

近年来药店数量大幅
增加，而市民夜间买药却
屡吃“闭门羹”。相关部门
对药店服务有没有强制规
定呢？

据了解，2 0 0 4年，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
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中规定：药品零售企
业应“具有能够配备满足
当地消费者所需药品的能
力 ，并 能 保 证 2 4 小 时 供
应”。市食药监局相关人士
解释，药品零售企业要保
证 2 4小时供应的规定，是
从满足群众购药需求和方
便群众购药考虑的，在市
场有需求时保证2 4小时供
应，这在淄博并无强制性
规定，只是提倡 2 4小时供
应，这由药店自行决定。

记者从市急救医疗指
挥中心了解到，夜晚急诊
接警的次数占到全天接警
量的1 / 3，能保证晚间及时
出警救治。“以前，市民有
夜间就医难的问题，但近
几年随着各级医疗服务条
件的改善，市民夜间就诊
方便多了，可以直接去医
院就诊拿药。”市食药监局
相关人士说。

社区内药店

轮流值班
市食药监局：

24小时售药

无强制性规定

夜间电费、安保等运营成本高，而买药的人少，营业不划算

淄淄博博多多数数药药店店放放弃弃2244小小时时售售药药

本报记者 唐菁

夜间出现急症需要去药店买药，但是大多药店却都早早拉下了卷帘门，坚持夜间售药
的药店难寻。近日，记者对淄博药店进行走访调查，多数药店在晚上10点就已经关门，提供
24小时售药服务的药店寥寥无几。

“老婆感冒生病，夜里快12

点了发烧厉害，我在小区附近
转了好几家药店，发现都已经
关门。”家住张店潘庄社区的张
先生说，后来他在朋友圈求助，
有朋友说王府井有家24小时药
店营业，最后，他终于在那里买
到了药，折腾到了凌晨2点。

“大病去医院，小病找药

房”是很多市民生病时的就医
习惯。“如果只是需要感冒药、
创可贴，白天可以直接到附近
的药店去买，很方便。”市民刘
女士认为，小毛病不值得跑到
医院挂急诊，但到了深夜突发
急症，想去药店买点药就难了。
大部分药店在21-23时之间就
会陆续停止营业。

记者咨询了几位市民后发
现，市民对24小时营业药店的
知晓率较低，大多表示不清楚，
认为药店晚上应该都关门。

据市食药监局介绍，目前
淄博坚持24小时营业的药店确
实寥寥无几，大多集中在中心
城区，也多是大型连锁药店的
部分药店还在坚持。

今今年年想想吃吃便便宜宜苹苹果果有有点点难难
同比每斤涨了1-2元，减产是主因，本月下旬或小幅降价

记者走访张店中心城区
多个水果店铺及果蔬市场，发
现当前上市的红富士苹果普
遍价格较高。“有点缺陷的红
富士，现在每斤要卖3-4元，没
有缺陷且个头较大的，少说也
要5-6元一斤。”张店常青园便
民市场内一名苹果商贩介绍
说，他的苹果是从烟台收购而
来，烟台当地的苹果收购价较
高的已经达到了5元一斤。

据该商贩介绍，2014年的
应季苹果是国庆节之后才开
始陆续上市，集中上市大概要
到10月下旬，到时候价格可能
会有所下降。

据了解，苹果按照直径大
小，一般以70毫米为界限，高

于此直径的苹果单价要比低
于该直径的苹果贵。记者调查
得知，目前淄博市场上的苹果
多为烟台产的红富士，现在市
场上的红富士苹果，70毫米以
上的，倘若没有明显瑕疵，市
场价为4元/斤左右，80毫米左
右的苹果每斤也已超过5元，
品质较好者每斤可达8元。

“与去年同期比起来，每
斤大概涨了1-2元吧，印象里
还真没遇见这么贵的苹果。”
一位商贩说。

“目前的苹果收购价格比
往年高出许多，涨幅比去年同
期要高40%左右，也是近10年
来最高的一年。”卓创咨询水
果分析师王敏介绍说。

沂源县某林果合作社负
责人说，今年全国很多苹果产
地遭遇干旱，部分地区可能出
现减产的情况。

“去年的苹果减产对今年
也有持续的影响。”卓创资讯
水果分析师王敏说，2013年全
国应季苹果较2012年减产了
600万吨。而2014年上半年市
场上所消费的苹果实际上是
2013年的库存苹果，因此2014

年的应季苹果上市时，苹果的
价格基数便处于较高水平。此

外，受今年多地发生干旱等自
然灾害及苹果自身生长大小
年的规律影响，根据初步预
测，产量可能在2013年的基础
之上再次减少。

“沂源地区每雇一个工人
采摘需要100-120元/天，烟台
地区每雇一个工人则需要150

元/天。”王敏说，最近几年的
人工费基本以15-20元每人每
天的标准在增长，对推高苹果
收购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国庆节之后，今年新产苹果开始上市，但市民却发现，
今年的苹果比往年贵了1-2元。“买了几个苹果，就花了11
元钱，都快吃不起了。”一位市民对今年苹果价高的原因表
示不解。记者采访得知，连续两年减产、人工成本增加推高
今年苹果价格。

本报记者 刘光斌

市场调查：品质好的每斤可达8元

探因：连续两年减产，人工成本上涨

市民：大部分药店21时后陆续停止营业

据市食药监局统计显示，
淄博市目前的药店数量达1000

余家。运营成本太高，夜间收益
太少，收支不抵让众多药店放
弃了夜间市场。

“卖10元钱的药品，可能要
付出更多的成本，夜间收益太
少。”淄博宏仁堂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先生告诉记者，
夜间买药的人很少，而电灯要

通宵开着，值班人员的工资也
要支付，另外考虑到安全因素，
还要有专门夜晚安保人员，这
又是一部分支出。“宏仁堂在淄
博近100家店，24小时营业的有
三家，分别是张店宏仁堂王府
井店，世纪大酒店附近天赐福
店和共青团西路春天店。”刘先
生说。

“我们还不具备 2 4小时

营业的条件，设不设‘24小时
售药’，一般都要看药店的地
理位置和市场需求。”漱玉平
民大药房一负责人说，在一
些商圈坚持24小时售药有一
定可能性，因为商圈晚间人
流量大，收益相对好一些，而
一些开在小区的药店，从经
营的角度讲，就没有必要 2 4

小时售药了。

药店：是否夜间售药要看地理位置和市场需求
近日，博山区石马派出所救助

迷路老人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桥东村的阎锡珍患有老年痴呆症，
晚上迷了路，家人找翻了天，危难之
时巡逻民警发现了阎大爷，几经周
折将其送回了家，受到了其家人及
周围群众的赞誉。

(阚兴华)

热心民警救助

痴呆老人回家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推行“三上
门”服务。一是解决矛盾“上门”。二
是征求意见“上门”。三是防范宣传

“上门”。
(苏健)

“三上门”赢民心

他山之石

相关链接

在淄博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的药店非常少。 本报记者 唐菁 摄

直径70毫米以上的烟台苹果，市场价已达到4元一斤。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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