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别 门诊接诊总量 !人次"

肝病科
!"#

肺病科
$%#

儿科
$&'

脑病科
"()

妇!产科
"('

皮肤科
#)'

温馨提示#每年
&&

月份!随着气温下降!腹

泻将易侵扰婴幼儿" 由于婴幼儿胃肠道发育尚

未成熟!免疫功能不完善!酶的活性较差!致使

肠道负担重!所以很容易发生腹泻"通常表现为

大便次数增多!呈稀水样或蛋花汤样!常伴轻或

中度脱水及代谢性酸中毒! 部分患儿可出现发

热#上呼吸道炎症#呕吐等症状"

医生提醒# 避免给宝宝吃过冷# 过生的食

物!避免食用过甜和油腻食品$注意饮食卫生!

给孩子生食瓜果蔬菜时要洗涤消毒! 彻底清洗

干净$在腹泻流行季节!避免接触患腹泻病的孩

子!不要带宝宝到人多的场所玩耍$如果宝宝患

腹泻!应立即隔离治疗!并妥善处理大便$宝宝

腹泻出现后!应注意合理搭配孩子的饮食!以清

淡为主"

出诊原因 人次

其他类别外伤
"#

其他内科系统疾病
)$

交通事故外伤
)%

心血管系统疾病
(&

酒精中毒
&%

脑血管系统疾病
&&

其他
&'

妇!产科
%

其他外科系统疾病
(

气管异物
(

呼吸系统疾病
(

药物中毒
&

一周提示#本周
&('

急救共接诊
(('

次"

&&

月份正处于秋冬交替的季节! 受冷空气频频南

下的影响!天气逐渐转冷!各种疾病特别是呼吸

道传染病又进入了高发期" 呼吸道传染病是指

病原体从人体的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管等呼

吸道侵入感染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 病人或隐

性感染者是传染源! 主要经空气飞沫传播" 儿

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

过度劳累者# 精神高度紧张者等人群容易患呼

吸道传染病"

医生提醒#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措施就

是加强房间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勤洗手#勤晒

衣被$合理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多喝开水!不吸

烟与酗酒$经常锻炼身体!注意劳逸结合!提高

自身抗病能力$儿童和年老体弱者!要尽量少去

公共场所"

!!!!!!!!亚都空气净化器
净化加湿 一键无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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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日前召开

的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决定"我国药品

价格将全部放开"药品价格有望迎来市

场化# 有进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药品价

格改革方案已经确定在
&&

月向国务院

报批$

医药价格一旦放开"会不会让药品

涨价成风%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从低价

药价格放开的经验来看"即便放开了自

主定价权" 由于市场竞争和市场调控"

整体的涨价幅度和水平都非常有限$

传明年
&

月将全面放开药价

今年
#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对低价

药进行清单管理"放开低价药最高零售

限价$ 今年
$

月有消息称"发改委有意

放开非处方药& 非医保目录等药品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由企业自主定价$而

就在近日" 有媒体援引内部消息称"在

日前召开的全国物价局局长会议上"已

传出'药品价格将全部放开"药价将迎

来市场化(的决定"并指出该方案将于

('&#

年
&

月起正式实施#

据了解"发改委方面在全国物价局

长工作会议上明确"计划改由医保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实际

购销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此外"全国

统一采购的疫苗和避孕药具价格可以

由财政与有关企业通过协商或招标形

式确定"这些产品主要用于免费提供给

特定的人群使用#

事实上"关于药价放开的方案有好

几个版本#在今年
(

月发改委内部下发

的第一版征求意见稿中" 计划对低价

药&省管
*+,

等实行价格放开# 在今

年
$

月版本的征求意见稿中"药价放开

的范围主要一分为二)一是涵盖医保内

外所有品种的零售药店渠道
*+,

"二

是由医保外的专利药&血液制品&医保

目录中药品通用名下不予报销的药品

剂型&国家统一收购的计生药具和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

而根据媒体披露"在业内流传的最

新版本意见稿中"医保目录中一类精神

药品&麻醉药品&血液制品以及专利药

或也可能进入药价松绑之列#业内人士

分析称"之所以放开医保目录中的血液

制品&专利药等"是因为它们已经满足

了价格松绑的条件# 以血液制品为例"

随着市场的发展"行业内生产企业不断

增加"竞争也随之加剧"使得医保目录

内已有可替代药品较适宜放开价格管

控#

据了解"此前不久"江西省发改委

刚刚对旗下全部
"'&

种省管非处方药

品实施价格放开政策"不再对这些药物

设置最高零售价的'封顶设计(#湖北省

卫计委随后亦宣布"允许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以带量采购方式与药品企业议价

采购"实行量价挂钩#

药价放开 药企积极性高

在低价药领域"价格放开已成为事

实# 而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以来几度搅

动药品市场的'药价征求意见稿("已逼

近最后的关口#

有业内专家表示"放开低价药的最

高零售限价"目的是以市场手段刺激企

业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市场短缺的低价

药品的供应#而发改委进一步扩大药价

放开的范围"目的也是如此# 全国人大

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日前也表

示"药品价格全面放开的时机已成熟#

近年来" 由于原材料价格猛涨&水

电人力等一系列原因"一批药品生产企

业面临'入不敷出(的生产困境"四五块

钱的甲巯咪唑& 一块五的金霉素眼药

膏&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剂等一批物

美价廉&临床使用需求大的药品"近年

来面临着越发严重的短缺情况"甚至面

临消失的困境#

治疗甲亢病的廉价常用药***甲

巯咪唑片在全国闹'药荒(的消息"曾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甲亢是仅次于糖

尿病的内分泌科第二大疾病"治疗甲亢

的两种主要基本药物是甲巯咪唑片和

丙硫氧嘧啶片$国产甲巯咪唑片因价格

较低+之前每瓶
&''

片仅售
&-(

元,"是

甲亢患者的首选" 但该药品利润空间

小"药企失去生产动力$

'近年来"生产原料!包装辅料!能

源动力以及人力资源的成本持续攀升"

尤其是中药材" 不少品种价格上涨数

倍"给企业成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中

国医药物资协会副秘书长韦绍峰表示$

但与之相对的"药品价格却迎来了一波

又一波的降价潮"造成不少企业苦不堪

言"只能停产$

多年来"药改的'最高零售价(制度

备受指责"业内质疑'药价封顶过低!药

企利润稀薄!劣币驱逐良币($对于药价

即将全面放开的消息"有药企负责人表

示"价格管制放开后"企业可以根据成

本和市场自主定价" 这样相对更为合

理" 最起码能够对企业减少一些亏损"

甚至有微薄的利润存在"产品的造血机

能会得到恢复$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

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针对性

的放开部分药价"有利于我国药品市场

的丰富和发展$ 以专利药为例"其属于

创新药"上市时间比较短"市场销售少"

放开价格可能有利于研发创新$

竞争激烈 药价不会攀升

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关心也是最重

要的是"医药价格一旦全面放开"药价

是否会马上水涨船高% 有业内专家表

示"取消限价的确能让企业有利润空间

去维持生产" 但即便放开了自主定价

权"药企也不会一拥而上大幅提价$ 因

为在非处方药这一领域" 竞争十分激

烈"过高的价格可能流失更多销售$

安邦咨询医药行业研究员边晨光

认为"药品价格全面放开后"监管部门

也会根据市场的反应或者市场运行的

情况来进行足够的调整"一直调整到一

个真正比较平稳的阶段"也就是监管机

构满意"企业满意"市场也比较接受"包

括老百姓也觉得满意时为止$

据了解"目前医保目录内中央管理

的药品约
&#''

种" 地方管理的药品约

#''

种$ 大多数品种生产厂家较多"药

品价格放开后" 药企为扩大销售数量"

必然进行价格竞争$ 同时"药品招标可

能仍将进行" 作为采购主体的医院"也

将可能二次议价$因此"药价放开后"药

品价格战在所难免$

'药品价格放开后"市场将充分竞

争 "品牌 !质量 !价格 !渠道作用更突

出$ (有药企销售负责人表示"大企业因

为产品销售基数大! 营销体系完善"将

是价格战的赢家"并且强者恒强-一些

规模小的企业将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

难以生存$ 不过"也有医药行业分析师

认为"医药行业短期内可能不太会有洗

牌加速的趋势$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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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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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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