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5毛涨到4.8元 红霉素眼膏价格蹿10倍
多种百姓家里常用药价格翻倍上涨，有时在社区医院还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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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昊骞

实习生 姚德浩

“以前经常用这个，每当

上火，眼睛感觉不舒服，涂上

点红霉素眼膏最多两次就

好。一管只要三五毛钱，现在

怎么涨到4 . 8元了？”近日，省

城市民杨女士的心情像夏天

的天气一样有点燥。

经常使用红霉素眼膏的

杨女士，家里库存的药膏都

用完了，近期准备再买几支，

却发现以前只要三五毛钱的

红霉素眼膏或软膏涨到了

4 . 8元。记者调查发现，最近

涨价的药品不止红霉素眼

膏，多种百姓家中的常用药

价格都翻倍上涨。

红霉素眼膏价格涨了10倍
前几天，杨女士眼睛分

泌物增多还发红，她知道这

是又上火了。她本想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多买几支红霉

素眼膏备下来使用，却被告

知眼膏没货了，“他们说不确

定什么时间来货。”跑了另一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女

士仍然没买到红霉素眼膏，

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因为

药品涨价，一直进不来货，并

建议她到药店问问。

“以前都是三五毛钱一

支的药膏，我一看价格涨到

了4 . 8元。”杨女士觉得红霉

素眼膏价格涨得太多，转而

看了看具有同样效果的金霉

素眼膏，也是将近5元/支，问

过药店工作人员才知道，红

霉素眼膏涨价已有近半年。

“红霉素、金霉素药膏是很多

家庭必备药品，虽然4 . 8元也

不贵，但是从三五毛涨到这

个价，却是上涨了近10倍，心

里一下子很难接受。”

连日来，生活日报记者

走访了包括漱玉平民、惠好、

平嘉等药店，红霉素眼膏的

价格在0 . 4元-4 . 8元不等。不

同厂家的红霉素眼膏价格不

同，然而同一厂家相同的产

品，价格却也出现了差异。

多种常用药价格翻倍涨
记者走访发现，最近涨

价的常用药不止红霉素眼膏

或软膏。谷维素、立普妥、甘

草片、地塞米松、庆大霉素等

药品价格均上涨了数倍。

“我母亲长期睡眠不是

太好，平时常吃点谷维素营

养神经。。”家住济阳的张女士

说，以往0 . 6元/瓶的谷维素

片如今上涨到了8 . 5元/瓶，

并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期

缺少谷维素片和治疗骨质疏

松症的多维元素片，“涨价就

涨价吧，还买不到，老百姓想

买个药怎么都这么难了。”

家住历下区的宋女士也

反映，治疗冠心病的立普妥

每盒只有7片，如今一盒的价

格也涨到了60多元，“近期涨

幅太大了！”以往感冒治疗咳

嗽非常管用的甘草片，也从5
元/瓶上涨到了15元/瓶。“要

么买不到药，要么涨幅太大，

我觉得有关部门该管管了。”

有注射液1年暴涨20倍
记者走访了省城多家药

店了解到，就红霉素眼膏来

说，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主要

有两种：北京双吉制药生产

的红霉素眼膏，2 . 5克/支，售

价4 . 8元；山东辰欣药业生产

的规格为2克/支的，价格从

0 . 4元到3 . 5元不等。

“就剩这几支了。”当记

者在西客站片区一家药店咨

询要购买红霉素眼膏时，药

店工作人员给记者推荐了北

京双吉制药生产的眼膏。当

记者表示是否还有辰欣药业

生产的药膏时，工作人员找

到后说所剩不多，卖完也不

一定会进辰欣药业的了，“我

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是

公司统一进货。”当被问及为

何不再购进价格便宜的辰欣

药业生产的红霉素眼膏时，

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也不知

情，“其实这个厂生产的也涨

价了，以前3毛，后来5毛，现

在是8毛了。”

立健大药房的工作人员

说，他们销售的是辰欣药业

的红霉素眼膏，价格为3 . 5
元，如果是该药房会员，则只

需要几毛钱一支，会员免费

办理。“我们这里一直是0 . 4

元。。”平嘉大药房的工作人员

说，他们销售的红霉素眼膏

一直都是辰欣药业的，价格

一直没变动。北京双吉制药

生产的价格要高些。一家名

为明康药店的工作人员则告

诉记者，他们店销售的是辰

欣药业的红霉素眼膏，价格

从去年开始就上调到了3 . 5
元/支。

一位张姓市民还反映，

他在省城一家医院所属的药

店购买高三尖杉酯碱注射

液，与1年前每支5元的价格

相比，今年该注射液的价格

涨到了110元，暴涨20倍。“去

年春天我买了28支，花了100
多元。后来这家药店就一直

没这个药，我从网上查到杭

州有这么一家药厂，前段时

间发现药店进了高三尖杉酯

碱注射液，价格却涨到了110
元/支。”

张先生说，这是一种治

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药品，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及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亦有一

定疗效，“一天需要注射一

支，以往每天只需要花 5元
钱，现在却要花110元。”

部部分分药药品品

涨涨价价情情况况

红红霉霉素素眼眼膏膏
原原价价：：00 .. 33元元--00 .. 55元元//支支

现现价价：：44 .. 88元元//支支

谷谷维维素素片片
原原价价：：00 .. 66元元//瓶瓶

现现价价：：88 .. 55元元//瓶瓶

庆庆大大霉霉素素
原原价价：：00 .. 2266元元//支支

现现价价：：00 .. 8833元元//支支

甘甘草草片片
原原价价：：55元元//瓶瓶

现现价价：：1155元元//瓶瓶

原原价价：：55元元//支支
现现价价：：111100元元//支支

高高三三尖尖杉杉
酯酯碱碱注注射射液液

((治治疗疗急急性性非非淋淋巴巴
细细胞胞白白血血病病))

多种廉价药涨价，这是辰欣药业生产的红霉素眼膏，目前市场价格不一。 记者 董昊骞 摄

11 ..原原材材料料涨涨价价提提升升

成成本本，，比比如如甘甘草草

22 ..质质量量标标准准提提高高，，药药

企企成成本本随随之之提提高高

33 ..无无盈盈利利廉廉价价药药退退

市市，，替替代代药药品品涨涨价价

44 ..个个别别厂厂家家暗暗结结联联

盟盟，，人人为为抬抬高高药药价价

涨涨价价原原因因

对于百姓家中常用药价格大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

一肚子苦水。“我们都是100%从政府

采购平台采购，而且全部是零差价，

不少市民来我们社区服务中心总是

说药价涨了，但其实我们也无能无

力，只能做好解释。”一位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近涨价幅

度较大的还有庆大霉素，从0 . 26元/
支涨到了0 . 83元/支，但这都属于厂

家涨价，和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没关系，“价钱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所以当红霉素眼膏自今年3月份

左右调价后，老百姓都在抱怨涨价

多，但是医院无能为力。为此，近两三

个月来，不少社区医院都面临着红霉

素软膏、谷维素等药品的短缺。“药店

不是药品零差价，他们可以进其他厂

家的药品替代原本的厂家，所以药店

缺药的情况要少一些。”

药厂：涨价原因不方便透露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效

的廉价药涨价或者缺货呢？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

网找到了济南市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联合体议价品种目录，其中辰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液、红霉素、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等多种药品都涨价较多。记者拨打该公

司销售电话，询问涨价原因时，工作人

员称：“这个我不方便透露露，这是领导的

决定。”当记者表示是否可以告知领导，

采访领导时，对方挂断了电话。

随后记者又从网上查询谷维素

生产厂家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的电话，查到的4部电话拨打过去均

无法接通。

业内人士：警惕厂家形成价格联盟抬高药价
宏济堂医药集团主任中药师亓亓

咏咏认认为为，需要中药材甘草作为主要原

材料的甘草片涨价是必然的，如今甘

草的价格确实在上涨，药企肯定不能

做赔本买卖。加之目前国家对中药制

剂标准提高很多，对中药材要求很

高，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无疑带动了中

成药价格的上涨。

某某药药品品连连锁锁企企业业相相关关负负责责人人介介绍绍，

很多生物制剂涨价原因就在于2016年3
月份国务院出台的“一致性评价”意见。

所谓“一致性评价”就是指原研药和仿

制药要实行统一的质量标准。

“说实话，由于一致性评价意见的

出台，使得药企成本提高了很多，一般

的小药厂根本做不起一致性评价，只有

大型工业企业药厂才有能力、有实力做

一致性评价，这无疑造成了成本提高，

药企肯定也会将价格上涨。”这这位位负负责责

人人表示，自去年至今，不少药品都涨价，

有的甚至几倍几十倍地涨，“我们也无

能为力，但是为了老百姓容易接受，很

多药我们都是平价甚至赔钱销售，比如

有的药以前售价三五毛钱，现在进价就

要5元钱，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涨幅太大

不容易接受，我们就3块钱出售。”

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周先生分析，

过去常用的廉价药如红霉素软膏、牙

周灵、葡萄糖酸钙片、扑尔敏等，价格

低、利润薄，如果原材料再涨价，此类廉

价药根本无盈利空间，只能被迫退出市

场，取而代之的则是成分相似的进口药

或高价药，“最终受损的还是患者。”

周先生分析，原材料价格居高不

下的根源在于原料药供给少于需求，

由于原料药生产厂家必须经国家有

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方能生产，而批准

生产的厂家数量少，一旦生产厂家暗

地形成联盟或经销商形成联盟，控制

市场上原料药供给，就会人为抬高原

料药价格。

或许，周先生所言非虚。就在今

年3月份，山东省物价局依据《反垄断

法》对潍坊隆舜和医药有限公司阻碍

反垄断调查行为作出处罚，罚款12万
元。而去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还在

官网发布消息称，已对华中药业、山

东信谊、常州四药3家公司达成并实

施艾司唑仑原料药、片剂垄断协议案

依法作出处罚，合计罚款260余万元，

3家公司也被依法责令立即停止实施

垄断协议。据了解，全国获得艾司唑

仑原料药生产批文的企业只有4家，

实际在产的只有华中药业、山东信谊

和常州四药。

记者 董昊骞 实习生 姚德浩

各方说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厂家涨价，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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