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记者 刘文藻）

昨日上午9时，

负责除癣治乱工作的执法人员又上路了， 这一

次他们将重点巡查新二环。 记者从市打非办了

解到，牛皮癣集中整治半个多月来，其治理效果

已经逐渐显现，成都还将继续加大“牛皮癣”的

治理力度，制癣者将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在所有区域中，我们将新二环路纳入重点

线路进行巡控，杜绝牛皮癣污染新二环。”市治

理办相关负责人说，在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每

天上午9点以前都将完成第一遍清除，中午和下

午也将进行定时巡查， 有效地减少了牛皮癣乱

张贴的隐患。

通过半个月的治理，存在于城市内的牛皮

癣已经越来越少，但治理工作仍将继续加大力

度。该负责人说，成都对非法小广告将保持高

压打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49条，制癣者将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同

时，市民则可拨打110或12319城市管理电话进

行举报。

这些年“濒临灭绝”的廉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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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细算大流量小支出

“我的流量很复杂，怎么便宜怎么

用，只要有送流量的活动就参加。”在冯

浩的套餐使用情况中，主要套餐为18元

的动感地带上网套餐（网厅版），仅包

含60M省内流量。重点是，他还办理了数

据流量10元5G闲时套餐、4月1日当天

410M省内流量赠送、移动数据流量10元

套餐包70M流量，50元包600M的4G流

量包，赠送每月400M流量包。似乎这还

不够用，“很多人不知道数据流量包是

可以叠加的，而且可叠加四次，这样可

以节省很多套餐外的流量费。”

对于省流量，冯浩有一套自己的心

得：“基本上是微博、 浏览网页、QQ、微

信、淘宝、游戏这样的顺序，白天只用

QQ和微信，晚上则火力全开。最重要的

是晚上闲时使用网络的人少，上网速度

更快，完全不用担心上网速度可以放心

的下载很多资源。”在他看来，手机流量

应该结合自己的使用习惯合理搭配，

“精打细算， 一样可以花很少的钱拥有

数个G的流量。” 除了自己精打细算以

外，冯浩还特别留意四川移动各种送流

量的活动，“最近三个月就有2月的让红

包飞200M流量赠送、3.8节赠送380M流

量和4月1日赠送410M流量的活动，虽然

仅限当天，可那一天能够享受几乎免流

量的待遇。不知道5.1节会不会有类似活

动，让我非常期待。”

无损音乐，占尽音乐风头

喜欢音乐的人都知道， 单纯的MP3

歌曲已经无法满足自己挑剔的耳朵，他

们费尽心思到处收集高品质的音乐。普

通MP3音乐大概在1-3M大小，高清音乐

大概3-8M大小，而真正高品质的音乐必

须是无损音乐。 互联网上最不缺乏的就

是MP3音乐，高清音乐次之、无损音乐则

是稀缺资源。以百度音乐为例，无损音乐

仅400余首，根本满足不了喜欢音乐的用

户需求。那么冯浩的无损音乐有多少？他

又是从何处下载的无损音乐？

“一些网站所谓的无损音乐大多也只

有8-11M大小，根本就不能算真正的无损

音乐， 普通的无损音乐一首的大小就在40

多M， 我现在收藏了大概700首无损音乐，

应该说我的音乐宝库中无损音乐数量已经

超过了很多音乐网站的数量。 而且我的还

是正版的！”冯浩向记者介绍了这个秘密，

“其实去年四川移动就已经推出了无损音

乐和音乐视频的产品， 可通过客户端和网

站下载， 目前四川移动推出的无损音乐多

达40000首，而且还在陆续增加中。”

除了无损音乐冯浩还收藏了大量的正

版新歌MTV， 甚至大量MTV冯浩拥有的

时候其他同学还闻所未闻，“这也是四川

移动推出的音乐视频产品，不仅新歌MTV

在这里首发，而且资源丰富，据说现在已经

超过5100多个MTV，还拥有三大唱片公司

独家版权合作， 以后音乐视频的正版独家

MTV数量将超过6万个， 以后想抢先听新

歌、看最新的MTV找我就行了。”

不管是无损音乐还是MTV音乐视

频，都需要很庞大的流量消耗，冯浩能消

费这么高的流量么？“前面我说到的闲

时流量和各种节日赠送的免费流量就大

多数消耗在无损音乐下载和MTV音乐

视频下载上了。” 冯浩为自己精打细算

的流量生活无比自豪。

手机观影，精彩大片先掌握

冯浩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是电影迷，

他甚至能提前获知很多大片的上映时

间，并第一时间掌握大片精彩内容，他是

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有特殊渠道可以获

取这些信息？

据冯浩介绍， 手机观影业务是四川

移动在手机购买电影票基础上推出的升

级，不仅可以观看最新大片的影评、剧照、

更能看到精彩片花，“先看看是否是自己

喜欢的电影，再决定是否订票观看，比单

纯看影评和剧照直观多了。 ”

（王化）

花小钱玩转大流量

移动4G时代流量生活系列之一

冯浩是年轻消费群体的代表，他们主张不浪费的消费习惯，他们能凭

借月消费几十元的通信费用享受数G的手机流量，他们物尽其用，将流量

花在自己喜欢的音乐、影视上，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年轻消费群体，不妨尝

试一下冯浩的流量生活。

冯浩是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学生，他在同学中被誉为“手机狂人”，普

通同学的手机出了故障他总能轻松解决，小到系统刷机，大到更换屏幕。同时他

还是学生中的手机流量达人，他的手机上总有最新的看不完的MTV，还有海量的

无损音乐，甚至很多刚上映的电影片花都被他收入手机中，被众多同学羡慕，“这

位同学每个月消费的流量至少在三位数吧？”其实据记者了解冯浩每个月流量消

耗在6个G以上，但是消费却仅几十元，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手机宝库里的珍贵

的MTV和无损音乐又是哪里来的？近日冯浩向记者透露了这个秘密。

上两三层楼也想坐电梯，10多分钟的步行

距离也会望而生畏， 办公室里坐半天都不起一

次身， 每天下班却在不停喊累……这是不是你

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说起运动，用得最多的借口

一定是“没时间”，其实，有一项最简单也最有

效的有氧运动叫做“走路”。明日起，由成都商

报、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CDTV-2）、成都全

搜索及四川永发天和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绿色出行1+1�万人公益健步走” 大型活动将

正式启动，其宗旨就是倡导低碳出行、环保健康

的生活理念。

有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俗语叫“生命在于

运动”，但接受它，并不代表能够践行。成都商报

记者昨日随机询问了10位市民， 年龄在20多岁

到60多岁之间，职业各异，有学生、白领、售货员

和退休人员等，问及“你觉得运动重要吗”，大

家的意见非常一致，都认为运动很好，对身体很

重要。但下一个问题“每周运动几次”，答案就

各异了，一名大学男生说每周跑两三次步，60多

岁的退休干部童大爷说每天晚饭后都散步1小

时，其他人几乎都没锻炼，理由是“没时间”“工

作太忙”“没合适的场地”等。

其实，运动真的需要固定的时间、合适的场

地、休闲的工作状态吗？答案当然是“不”。要不

然，运动的目标真的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运动，

说简单点，只需要挥动手臂、迈开腿。每周少开

一天车，步行回家；每周早起两天，步行上班；晚

饭后别总和电视、电脑作伴，和家人一起在小区

散散步；天气好的周末，步行去附近的公园或绿

地野炊……这难道不是运动吗？ 卫生部此前发

布的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天步行至少6000步，

对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因此，我们倡议，从每天1公里开始，坚持下

去，就是一种绿色、健康、环保、低碳的生活方

式。明日起，由成都商报、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CDTV-2）、成都全搜索及四川永发天和实业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绿色出行1+1�万人公益

健步走”大型公益活动将正式启动。早上9点，将

有众多崇尚健康、热爱生活的社区居民、工会员

工、 企业代表以三环路西一段内侧的大和仓为

出发点，参与到“绿色出行1+1� 万人公益健步

走”的行列之中，开启“每1个人带动身边1位亲

友，坚持每天步行1公里”的公益行动。他们希望

用一种看似简单的行为， 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

与到健步走活动当中，传播多步行、少开车的健

康生活理念，从每一个“小我”做起，为他人保

留一捧清新的空气， 为成都创造一个美好的环

境，为自己换取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

运动是生命的源泉， 而运动的力量来自绿

色、安全的食品供给，作为一个热爱健康、有社

会责任感的企业， 四川永发天和实业有限公司

助力“绿色出行1+1�万人公益健步走”活动，为

参与“绿色出行1+1� 万人公益健步走”活动的

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凡到活动现场参加健步走

活动的市民都可获得有永发天和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绿色出行一小步，健康生活一大步，一个简

单的开始，持之以恒必将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

4月18日，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开启我们的

健康之旅。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1998年至今，国家发改委已发布30多次

各类药品“降价令”，统一定价药品实行最

高限价销售。然而，由于制药成本上升、药企

利润到达临界点，多种低价常用药面临消失

危险，“替代药”往往高出低价药不少。

妇科止血用的麦角新碱注射液， 几毛

钱一支，多年前就已“灭绝”；治甲亢的甲

巯咪唑，100片几块钱，去年曾全国“断货”

……昨日， 成都商报从市内多家医院了解

到，越来越多物优价廉药品正在远去。

市三医院：

强心药西地兰缺口一半多

成都市三医院药剂科主任黄心一昨日

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据他统计，近20种常

用必备药在医院就常年供应紧张。

以麦角新碱注射液为例，曾被广泛用于

妇产科止血，每支一块钱左右，近年来却基

本处于“消失” 状态， 用于替代它的一种

“催产素”药剂，价格翻了很多倍，甚至连这

种替代品在前段时间也出现了短期供应紧

张。 甲巯咪唑是治疗甲亢的一种常用良药，

几块钱一瓶，每瓶100片，然而近一两年来甲

巯咪唑始终存在供应紧张的难题。 此外，强

心药西地兰是治疗心衰的抢救用药，基本没

有替代药，以三医院为例，该药每月使用量

达800至1000支左右，但西地兰非常难采购，

有时候还要到重庆去买，能实现的供应量每

月只有300至400支，远不够临床需求。

昨日， 成都另一家公立医院药剂科负

责人也表示， 除了上述低价常用药长期供

不应求外，治疗血栓静脉炎的维脑路通片、

治疗呼吸衰竭的回苏灵等低价良药， 在过

去几年都曾发生过短缺现象。

市一医院：

连2ml注射用水都成稀缺药品

成都市一医院西药剂科副主任罗林在

药剂科已工作28年， 亲身经历了许多药品

从随处可见到濒临消失。

据罗林介绍，对于药品的生产招标，四

川省采用的是挂网限价的方式。 所有挂网

的药品， 价格都低于国家规定的最高零售

价。但近些年，有许多低价药还在挂网，厂

家却已不再生产了，“成本高于售价，形成

了价格倒挂，自然没人愿意亏本”。于是，许

多国产低价药，医院采购起来就格外困难。

比如西地兰， 这种药品具有抗心衰的

效果，是心脏病人的抢救药，其药价一直非

常低，5支一盒的售价3.6元。“这种药医院

找起来非常困难”，罗林称，患者曾经常在

注射时用到的2ml一支的注射用水，也是采

购困难的药品。罗林称，这种注射用水曾经

十分常用，但每支才几分钱。如今，许多医

院只能用500ml装的注射用水替代，小剂量

使用时用注射器抽出，相对麻烦得多。

闹得最沸沸扬扬的稀缺药品就是治疗

甲亢的甲巯咪唑。罗林介绍说，去年，这种

药全国停产， 患者只能买德国进口的赛治

来替代。但国产他巴唑的价格4.6元，而赛

治30多元，给患者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取消对低价药的限价，对医院来讲，是

个大好消息。”罗林表示，尤其是一些低价抢

救药，希望能优先出现在低价药目录中。

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前日联合发文， 宣布

建立我国常用低价药生产及供应保障机制，避

免出现低价药“中标死”，廉价基本药物短缺，

患者无药可用或只能选择高价药的困境。

这份由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研究通过的

《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取消最高零售限价，制定我国常

用低价药的日均费用标准， 让低价药生产企业

能够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

定或调整零售价格，保障合理利润”。

日均费用标准是指患者每天规范服用某种

药品的平均花费。“比如说片剂一天三次、 一次

两片，一天就是六片。按照政府确定的最小包装

零售价格折合每片药的价格，比如每片两毛钱，

一天六片就是1.2元”，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

格处处长宋大才介绍，低价药的日均费用标准目

前还在与相关部门研究测算中，有望在今年上半

年确定后向社会公布。各地根据日均费用标准，

确定本省（区、市）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

在此基础上，对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

品试点国家定点生产、统一定价。目前，治疗甲

亢的甲巯咪唑等七种短缺低价药纳入首批定点

生产试点品种， 拟于6月底前启动生产工作。此

外，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总局等部门还将开展

短缺药品动态监测；工信部牵头，在中央和地方

两级，建立短缺药品的政府储备，防患于未然。

健康生活

从每天1公里开始

“绿色出行1+1�万人公益健步走”大型

公益活动明日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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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块钱的甲亢药

两天跑十几家药店没买到

八部委联手严防低价药消失，成都市民感慨低价药越来越难买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杨舸 王垚 祝迅

除癣治乱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特别报道

保持高压 制癣者将被行政拘留

他

山

之

石

广东、甘肃、安徽等地已陆续开展低价药目录的招标工作，对目录内品种直

接挂网采购，相当于所有的生产企业全部中标，避免了价格竞争；山东为扭转廉

价药品的供应体系，也将廉价药品和基础大输液单列形成《集中采购目录2》，

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确定统一采购价，对认可该采购价的企业只进行经济技术

标评审；江苏也对廉价药实行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三统一”，在药品集中采

购招标中也不再以价格高低作为中标依据。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5名长期用药的

患者，他们均表示，很欣慰国家出台规定调控药

品市场。但也有两名患者提出“廉价药会不会价

格暴涨，贵得买不起呢？”

市民毛云云的母亲兰女士是位甲亢患者，

长期服用他巴唑（甲巯咪唑的俗名）。去年夏天，

毛云云连续两天跑了市区十来家药店都没有找

到这种药。通过朋友的关系，在一位自称有药品

渠道的大姐处以20元一瓶的价格终于购到5瓶他

巴唑。为防止母亲日后断药，毛云云连续两天带

母亲前往二医院，挂号两次，一共开了4瓶药。

“很多小时候的常用药现在确实不常见

了。”市民王思雨就发现金霉素眼药膏、氯霉素

滴眼液等等都很难再见到，“那时候家里长期都

备着这些药的， 便宜又好用， 很多药才卖几毛

钱”。忘记了从何时起，王思雨的家中再没有这

些药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进口药和高价药。

药商不愿生产、医院不愿开，这些都可能是

近年来很多低价良药逐渐消失的原因。 但在成

都市三医院药剂科主任黄心一看来， 使用低价

药患者也需要转变观念。“有时候你开很便宜的

药，患者转身就甩了。”他说，现在很多患者的心

理比较奇怪，坚持认为贵的就是好的，对于便宜

的药反而持怀疑态度。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分别致电四川科伦药

业、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成都康弘药业集团等多

家四川大型药企后发现， 其中多家药企并未生

产上述临床常用的低价经典老药。“这些药都不

在我们的生产目录内。”康弘药业执行副总裁李

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现有低价经典老药在产的科伦药业也表

示，这类药只占生产中很小比例。四川科伦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思川认为， 由于在药品招

标过程中价格压缩，其价低利微，致使厂家不愿

生产，商家没有了销售的积极性，不愿意为这类

附加值不高的药品投入更多力量。 刘思川告诉

记者， 由于目前四川尚未出台相关的廉价短缺

药品目录， 因此科伦药业主要是根据今年云南

省出台的短缺目录进行个别短缺药品生产，目

录中包括柴胡注射液、青霉素。

廉价药会不会价格暴涨，买不起

低价药取消最高零售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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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宋大

才认为，低价药品通过清单进行管理，范围和界

限是清晰的。其次，制定了常用低价药品日均费

用标准，价格还是可控的。实际上，常用低价药

品大多是多家生产的，通过有序竞争，有利于药

品价格理性回归。 只有药品价格回归到合理区

间，企业才能持续保障供应，才有能力改善生产

条件，保证药品质量，最终受益的是广大患者。

有低价药日均费用标准，价格可控

发改委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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