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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PMI连续4个月

保持临界点上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家

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1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为50.2%，同上月持

平， 连续4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上方。

同日公布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PMI）为53.8%，环比上升0.6个百

分点， 表明在宏观调控持续发力的

背景下，市场需求改善，结构调整步

伐加快， 为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奠

定较好基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蔡进表示，进入二季度以来，PMI温

和回升，3个月的均值为50.2%，较一

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显示经济下

行态势初步受到抑制， 向趋稳方向

发展，就业形势基本稳定，经济增长

保持在7%左右合理、适度区间具有

基础和条件。

从非制造业PMI各主要指数变

化看， 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商务活动

和新订单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房地产新订单指数和销售价格指数

均呈现连续回升走势。

新华社

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称，酮

康唑口服制剂因存在严重肝毒性不良反

应，即日起停止生产销售使用，撤销药品

批准文号；已上市的酮康唑口服制剂由生

产企业于7月30日前召回， 召回产品在企

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下

销毁。

停用原因：存在严重肝毒性不良反应

据记者了解，酮康唑口服制剂是咪唑

类抗真菌药， 我国上市的有片剂和胶囊

剂，主要用于念珠菌病、皮炎芽生菌病、球

孢子菌病、组织胞浆菌病、着色真菌病等

系统性感染的治疗。此前，西安杨森制药

有限公司的酮康唑片（里素劳）的批准证

明文件及批准文号已于2013年底注销。据

食药监总局公布的信息，目前，我国生产

酮康唑口服制剂的企业有7家。

记者查询了解到，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早在2011年就通报过酮康唑口服制剂引

起的严重肝毒性的问题，并提醒广大医务

人员在选择用药时，只有其他抗真菌药物

治疗无效， 且患者使用的效益大于风险

时，才考虑使用酮康唑口服制剂。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于2013

年发布的药品安全提示称，消费者要谨慎

使用酮康唑的抗真菌药物，因为有可能会

导致严重肝损伤、肾上腺问题以及其他有

害身体的副作用，且容易与其他药物存在

相互作用，该药物不应该用于一线治疗任

何形式的真菌感染。FDA对酮康唑口服药

物进行了一系列标签变更，制定了新的患

者用药指南， 以此来强调这种药物的风

险， 此外其风险也包括肾上腺功能不全。

FDA指出这些限制措施只适用于酮康唑

口服药物，不涉及其局部用药剂型。而欧

盟人用医药产品委员会则建议成员国将

酮康唑口服药物从市场上全面撤市。

记者走访：市内大型药店早已停售

记者昨日走访了市内德仁堂、杏林大

药房等数家大型连锁零售药店，均被告知

目前没有酮康唑口服制剂类销售，有的药

房表示从未销售过该类药品，有的则表示

早在2013年就已停售。

“之前只销售过西安杨森的里素

劳，但自该药的相关批文注销后，我们就

没有再卖这类口服药。” 四川德仁堂药

业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康禄昨日告诉

记者，据他介绍，此前市面上主要销售的

酮康唑来自西安杨森， 而来自此次食药

监总局公布的7个生产企业的产品很少

有售。

据四川杏林医药连锁公司董事长胡

宏敏向记者介绍，酮康唑是治疗真菌感染

的经典药品，而多年来该类药品都提示存

在较大的肝肾毒性，并提醒长期服用的患

者应该定期到医院检查肝功能、 肾功能，

国内主要是一些小型药企生产，因此杏林

从未销售过该类口服制剂。他认为，此次

食药监总局通知停止生产销售该类口服

药，或许是有新的临床数据证明该类药品

的毒副风险大于治疗效益。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继5月份百城房价均价由跌转涨以

来，6月份的百城房价数据再次迎来小幅

上涨，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昨日，来自中

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6月份， 全国

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628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56%，涨幅较上月

扩大0.11个百分点。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李巧玲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未来市场还将有

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从涨跌城市个数看，53个城市环比

上涨，46个城市环比下跌，1个城市环比

持平。与上月相比，本月价格环比上涨的

城市数量增加5个，其中涨幅在1%以上的

城市有15个，较上月增加7个。

一线城市与热点城市仍在领涨全

国。 中指院数据显示，2015年6月十大城

市住宅均价为19357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1.09%，涨幅较上月扩大0.10个百分点，深

圳仍以6.58%的涨幅领涨全国。

中指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告诉 《每日

经济新闻》记者，近来各类楼市利好政策

的出台加速了楼市的复苏，今年3月份出

台的“330新政”更是极大程度上释放了

购房需求，3次降准和降息政策， 也将进

一步降低购房成本，助力市场加速回暖。

谈及楼市回暖的原因， 所有分析者

都提到了两点， 政策的支持与资金面的

宽松。

6月27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

决定自6月28日起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0.25个百分点。此次降息后，5年期以上的

贷款基准利率为5.4%， 结合当前首套房

贷利率最低85折计算， 首套房贷利率为

4.59%，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中原地产研究总监张大伟告诉记

者， 购房者对购房行为的决策除了居住

需求外，最主要的是对房价的预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胡健

食药监总局：酮康唑口服制剂全国停用

清仓处理：

庄子村内部物品街边促销

昨日，玉双路上开了12年的庄子村

川菜酒楼关门停业，一张贴在庄子村酒

楼外墙的红纸上写着：庄子村升级装修

大处理，物品低价卖。酒楼正门口，一地

的锅碗瓢盆， 旁边的宽敞地带放了空

调、电视、电脑和桌椅，尽管很多东西都

是酒楼使用过的，但便宜的价格仍然吸

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

“要关门了啊？生意多好的嘛。”市

民陈女士对酒楼的清仓处理颇感好奇，

询问酒楼员工才知道，玉双路的庄子村

不开了。这家共5层，总面积达8000平方

米的酒楼， 在玉双路经营了12年之久，

一度是玉双路餐饮街的代表，同时也因

较高的性价比被成都市民所熟知，在餐

馆大众点评上，有网友更将其视作是成

都人自己的大众酒楼。

酒楼回应：

合同到期 酒楼将缩小规模

在庄子村川菜酒楼玉双店门口，记

者见到了前来帮忙的酒楼负责人植良

琴，据她所说，酒楼关门的原因是由于

与房东的合同到期，玉双店将搬到位于

李家沱的店铺。

另一位酒楼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

年上半年开始，庄子村酒楼玉双路店就

开始处于亏本状态，“酒楼将根据市场

情况缩小规模。”庄子村川菜酒楼玉双

店关门之后，市民还是能在李家沱和倪

家桥的两个直营店吃到庄子村川菜。

业内人士：

大众选择更加多元化

昨日，就在庄子村川菜酒楼旁边的

楼房底层，正在进行打围装修，楼房二

层贴有“俊宏鲍鱼汤锅”的字样。记者

随后致电成都俊宏餐饮公司得知，原来

俊宏鲍鱼汤锅关门之后，又入主了一家

火锅店， 而如今火锅店也腾出了位置，

给了另外的餐馆。

“三只耳火锅”同样在玉双路开了

10多年，该店店长昨日告诉记者，近两

年来， 生意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赚不

了也亏不了。”

成都美食文化产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沈文华说，玉双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成

都最早兴起的餐饮街之一，拥挤的小街

巷给食客们贡献了很多金字招牌的好

馆子，一度是吃饭选择地中最热门的一

块。不过，随着城市的发展，类似的餐饮

街开始增多， 卖场餐饮业在不断完善，

因此老百姓的选择更加多元化，让一些

老牌的餐饮街逐渐落寞，而餐馆在长期

经营中没有做到转型升级，只能做出调

整。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庄子村”玉双店关门

餐饮老街上经营十二年 去年已开始亏损

位于成华区玉双路的庄子村川菜酒楼，一度被成都市民视为成都

人自己的大众酒楼。昨日，该酒楼宣布关门，员工将酒楼曾使用过和还

未来得及使用的内部物品，搬到了酒楼门口进行促销。市民在争相抢

购的同时，也为这家曾经生意火爆的酒楼停业感慨不已。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都最早一批兴起的美食街，玉双路也由此失去

了一个标志性的餐馆。酒楼负责人称，关门是由于与房东合同到期，而

酒楼自身也有缩小规模的需要。

百城房价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

京沪实施离境退税

业内预计政策效果好过海南

7月1日起，北京、上海进入境外

旅客离境退税城市名单， 成为全国

首批实施离境退税政策城市。 加上

2011年开始试点的海南省， 目前共

有三省市实施该政策。

根据北京、上海离境退税政策，

7月1日起， 在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183天的境外旅客，同一人同一日在

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

达到500元，即可申请退税，退税率

为11%。

目前， 北京已设有境外旅客购

物离境退税商店86家， 上海首批退

税定点商店27家。

上海首批27家退税定点商店主

要集中在南京路、淮海路、豫园、徐

家汇等地。

北京80余家退税定点商店也同

样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商场、 商业街

以及境外旅客常到的居住区商场。

今后北京、 上海两地将根据客流购

物情况，调整并增加退税定点商店。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刘思敏表示，北京、上海离境

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会优于海南，

“京沪两地有大量的境外旅客，他

们不会放弃这个购物机会。”

我国自2011年1月1日起已率先

在海南开展了离境退税政策试点。

今年6月29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信息， 明确北

京、上海于7月1日起，纳入实施离境

退税政策的城市范围。

记者注意到， 在海南方面积累

的一定经验基础上， 此次公布的境

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有了较大

的调整和完善。

与海南离岛退税政策不同，

此次北京、 上海的离境退税政策

只针对境外旅客， 因而在退税购

物店的选择上， 也偏重于境外旅

客的喜好。“工艺品、 纪念品、丝

绸、服装、茶叶等是境外游客购物

的重要对象， 我们在选定商家时

也注意到这点。”上海市旅游局副

局长景莹表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夏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