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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 8月 1 8
日讯 (记者 路伟 )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布今年第 2期药
品质量公告，抽检3338
批次药品，其中 3 7批
次中药饮片 (材 )不符
合标准规定，泰安占
其中4批。

为加强药品质量
监管，保障公众用药
安全，根据山东省药
品抽验计划，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
省、市两级药品检验
机构对全省范围内经
营 和 使 用 环 节 的 药
品、中药饮片(材)进行

了质量抽验。
2015年第二季度

完 成 药 品 抽 验 3 3 3 8
批 ，其 中 评 价 抽 验
1 6 2 2 批 ，监 督 抽 验
1716批，药品1614批，
中药饮片(材)1724批。
3 7批次中药饮片 (材 )
不符合标准规定被通
报，其中泰安四批次
药品不合格。

新泰市青云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供
样的蒲黄、泰安环球
医药有限公司的五味
子、新泰市第三人民
医院的猪苓和地龙被
通报。

泰安四批次药品
不合格被通报

药价放开后大约一成涨价，但有的挺离谱

77元元地地高高辛辛变变7700元元 多多家家药药店店不不敢敢卖卖

本月初，泰安市物价
局清理此前有关药品价
格的文件，废止其中所列
124个涉药价文件，全市
药品价格全面放开。

18日，记者走访泰城
多个药店发现，泰城药品
价格总体稳定，部分上
涨。其中，个别品类药价
涨10倍。

8月11日，泰安联通
与山东尚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教育互联
网软件开发、平台运营
和互联网APP开发等方
面进行合作，在互联网+
的大形势下实现优势共
享、强强联合、共谋发
展。

山东尚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是以教育、信

息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一
家互联网平台运营研发
企业，是泰安地区有实
力的互联网软件研发企
业之一。泰安联通此次
与尚景公司的合作，就
是希望借助互联网公司
先进的业务推广模式和
手段，以联通宽带、手机
为依托，探索出适合本
地教育行业的信息化组
合产品和营销模式，实

现业务双赢的目的。
联通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协议的成功签署，
标志着双方合作正式启
动，首批合作的“电子书
包”项目已经在泰安的
新泰、肥城等地区进行
推广，对希望在网上学
习的人来说，相信也是
个好消息。

(邓金易 高为民
米强)

泰安联通牵手山东尚景公司
共同拓展互联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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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品
名称
生产
单位
批号 供样单位

不合格
项目

蒲黄

山东
菏泽
泰山
中药
饮片
有限
公司

1501
007

新泰市青
云街道社
区卫生服
务中心

性状、显
微鉴别、
杂质、金
胺0（补
充）、浸出
物

五味
子

山东
舜生
堂中
药饮
片有
限公
司

1403
063

泰安环球
医药有限
公司

胭脂红、
赤藓红、
酸性红73
（1）、（2）

猪苓

临沂
鑫皓
中药
饮片
有限
公司

1402
01

新泰市第
三人民医
院

性状

地龙

临沂
鑫皓
中药
饮片
有限
公司

1405
28

新泰市第
三人民医
院

性状、杂
质、总灰
分、酸不
溶性灰
分、重金
属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新

18日，在龙潭路中段某大
药店，一位妈妈赵女士前来买
药。“儿子最近咳嗽，以前一直
吃小儿咳喘灵，今天过来买发
现涨价了。”销售人员说，药价
放开后确实不少药品涨价。

“厂家要涨价，我们药店只能
跟着涨价。”销售人员说，他们
店内销售药品有上千个品种，
近期涨价的药品大约有一百
多种，包括很多常用药。“比
如，以前大青叶片0 . 8元，现在
卖2块，价格翻了两番。”销售

人员说。
在龙潭路中心医院附近一

家药店，记者看到药品价签上
有不少改动，其中多数是涨价。
如某品牌小儿鼻炎片，以前卖
18元一盒，现在卖24元，一款复
方金银花颗粒，以前卖14元，现
在卖15元，涨价的药品占到总
品种的百分之三十。

“最近总是接到药品厂家
要调价的通知，我们都很头
大。”某药店负责协调厂家的办
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约有10%的

药品调价。“也有跌价的，但涨
价的占大多数。比如氨酚烷胶
囊，以前十多块现在七八块。”
工作人员介绍。

药店销售人员介绍，相比
之下，中成药价格上涨幅度要
高于西药。“比如复方甘草片，
原来卖七八块钱一瓶现在涨到
二十多了。”销售人员介绍，有
些中成药成本很高，价格过低，
这次涨价不稀奇，加上中药材
原料涨价明显，很多低价中成
药纷纷加入涨价行列。

“总体来说，药品价格还比
较稳定。”泰山区物价局工作人
员介绍，物价局重点监测的47
种常用药品价格都没有上涨。
18日，记者从各大药店了解到，
目前药品价格总体稳定，涨价
的药品多数是小幅或微幅上
涨，但也有个别药物价格暴涨。

“有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
物地高辛，原来卖7块，现在卖
70多，一下涨了10多倍，我们都

没敢进货。”龙潭路一药店工作
人员介绍。记者走访了多家药
店，不少药店表示这款药目前
已经断货。

“这药价涨了约10倍，也太
离谱了。”一位购买药物的向先
生说，这种药治疗心脏病、心力
衰竭药效很好，不少老年人需要
长期服用，这种药物在全国仅有
几家生产。“国家放开控制了，这
些垄断的药品，会不会都这样涨

价呢？”向先生表示担心。
“短期来看药品会涨价，等

市场稳定后，价格可能有涨有
跌。”一位来自药品厂家的代理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药品涨价，
除了政策因素，还和物价上涨、
成本上涨等有关。“由于成本增
加，药厂不可能长期亏本经营，
所以即使不放开药价，药厂也
会变相涨价。”工作人员说。

走访中记者发现，同一种
药在不同药店标价不同，涨价
幅度也不一样。比如，同样的
大青叶片有的药店卖2块钱，
有的药店卖2块3，还有药店卖
到2块5。业内人士介绍，这和
药店经营状况有关系，有的药
店想多赚钱，跟着厂家涨价，

有的药店维持平价，导致价格
不一。

“药店对药品定价有一定
自主权，这要看不同店面的经
营情况。”龙潭路一家药店工作
人员介绍，如果药品价格暴涨，
消费者肯定会有怀疑，也可能
造成老客户流失。“最近药厂要

求涨价，但有些药品价格调整
幅度很小，我们店里会选择不
调整，维持药价稳定有利于维
护客源，也省去了向消费者解
释的麻烦。”药店工作人员介
绍，但是有些店趁着厂家涨价，
也跟风涨价，造成不同店面同
样的药品价格不一。

西药涨声一片 中药冲得更猛

治心脏病的地高辛 涨价10倍药店不敢进

担心要跑老主顾 药店胆不大

药品价格放开后，药店根据经营状况控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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