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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微评论

众议
今日烟台

热热帖帖

隔胡艺

电视广告

不能一禁了之
┮苑广阔

商店打折

你买了没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
直深深困扰着百姓生活，而看
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
价虚高，药品价格远远超过其
所承载的实际价值。国家发改
委继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的零
售指导价格以后，又决定降低
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
高零售价格。这对降低药品价
格，减轻百姓看病负担起到政
策导向作用。

但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
润，药厂和药商将一些廉价而
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按

“新药”重新定价，在医药界已
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媒体曾
报道，罗红霉素有40个名字，

头孢三嗪有30个名字，抗菌药
氧氟沙星的名字达 5 2个之
多……花花绿绿的“一药多
名”不仅让患者感到困惑，也
让医药专家无所适从。“药价
虚高”、“一药多名”的问题一
直为舆论所诟病，每年“两会”

期间，都是代表、委员议论的
热点。但是药企改换药品名
称、规格及包装，按“新药”重
新定价的变相涨价行为仍未
完全遏制住。因此，我认为，国
家发改委公布基本药物目录，

降低部分药物价格的同时，应
完善监督措施，严防降价药物

“见光死”，换上新的药品名称
继续维系药价暴利。

表面上看，发改委发布降
价令以后，对于百姓比较熟悉
的降价药品，医疗机构想集中
涨价并不容易。但不少事实告
诉我们，只要发改委宣布某种
药品降价，医院、经销商就减
少甚至停止引进，药企减少或
者停止生产降价药品，导致降

价药品从医生处方与药房消
失。而价格偏高，同种疗效的

“新药”马上被“开发”出来，迅
速上市。

应该说，国家对新药保护
政策的漏洞也让药企钻了空
子。比如，国家发改委此前就
大幅降低过抗生素价格，但是
一些药企打起了开发不在常
见降价范围之内抗生素产品
的主意。但有的所谓新药的成
分与疗效同旧药并无区别。而
且药企弄虚作假，也不利于自
主创新，还会降低整个医药的
研发水平。

当然，要真正避免伪“新
药”架空药品降价的惠民灵魂，

仅靠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是远
远不够的。管理办法还应进一
步完善。有关部门也可对以前
审批的各种伪“新药”来一次全
面清理，不能既往不咎，任由伪
新药继续忽悠百姓。只有多管
齐下，真正管住虚高药价，才能
让百姓感受到政策实惠。

发帖：

@左月：

商店打折，你买了没？

你感觉打折后的价位怎么

样呢？我想如果商场标价

是诚实的话，那么有一些
折扣的情况下，买自己心
仪的东西相对还是合理些
的。

跟帖：

@中国跳跳龙：

先提价，再打折吧。商

家一贯的伎俩，老百姓的

消费心态他们早就搞明白

了。“无奸不商”用在这儿

最恰如其分了。

@去留无意：

买了啊，买了件半价

的小棉服，买回来之后，感

觉有点肉疼啊，虽然是半

价。

@豆腐干:

买，买，买。

@流星小雨：

购物的乐趣有一半来

自折扣。

@西西的猫咪：

刚在百盛买的打折的

靴子，合适呀，原价 1899

元，现价599元，淘宝上代

购也要650多元。

@淡蓝蓝：

水分太多。

@我家SEVEN：

冲动是魔鬼，理性消

费最重要。三八妇女节很

多牌子也在打折，就买了

几件衣服，回家之后就后

悔了。至于价位，我觉得打

折之后的价格还是比较合

理的，至少比吓死人的原

价看着舒服点儿。

贴文来源：

17路空间(17Lu.cn)

读者朋友也可以登录
17路空间的“民生杂谈”板

块就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

看法，我们将有选择性的

刊登在报纸上。

整理 本报记者 魏衍艳

“奇山所”是本报新开的面

向烟台市民的评论专版，说咱烟

台百姓的事，拉咱烟台百姓的

理，是百姓发言的舞台，网友评

说的天地。来稿邮件地址：

qlwbqss@163 .com，见报即付稿

酬。同时，为联系读者，开门办

报，开通QQ群：110841928，期待广

大有兴趣的读者和作者加入。 更多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 http：//bbs.qlwb.com.cn/

药品降价
谨防“见光死”

新闻：10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还未到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提出这一目标要到2012年才

能达到。相关人士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至今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财政

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中国经济周刊》)

微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在事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漫画：贺妍妍

新闻：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加强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话题时，部分代

表委员对当下“微博控”、“偷菜狂”、“发帖癖”三大“新型网瘾”的泛滥表达了不小的忧

虑，他们呼吁从行业自律和法规建设层面消除网络成瘾的陷阱，同时要倡导健康有益

的网络文化。(新华网 3月8日)

微评：探究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网民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卸下压力、放松和展示
自我，是不是更有必要？

新闻：千岛湖早已经闻名中外，而湖底有两座千年古城却鲜为外界提及。1959年，

因兴建新安江水电站，始于汉唐年间的“狮城”、“贺城”一夜间被淹没在这片碧波之下。

目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与意大利那波里大学、米兰理工大学和阿基米德桥公司

正在攻关建设一座阿基米德桥(水中悬浮隧道)，供游客参观古城。(广州日报 3月8日)

微评：千万别糟蹋了，不动是最好的保护。

新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李宏透露，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分别针对省部级和省部

级以下单位做出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车随人走”。省部级官员

配车，8年一换。(新京报 3月8日)

微评：车不用换了，就怕车补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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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大学部分院系实行“恋爱实名制登记”，引起热议，要求学生填写恋爱登记表，要

做到“谁恋爱，谁登记；谁表白，谁负责”，且情侣吵架必须上报，由领导调解。据了解该校有两个
系进行了恋爱情况调查，校方并未对此作出回应。(现代快报)

新闻：被视为下任民主党党首及首相最有力人选的前原诚司6日宣布引咎辞职，

原因是他过去4年接受了一位旅日韩国女性20万日元的政治资金。(中国青年报 3

月7日)

微评：折合昨日人民币15940元。

蛤他极具平民主义的幽默感，

时常对官僚、名流大加讥讽，被广
大中国老百姓奉为人民的英雄。

(这是纽约时报对郭德纲的评价)

蛤清华这6000套的福利住房
确实是于政策、于法律、于公共道

德而论，都是存在很大瑕疵的。(孔

德峰 中新网博主)

蛤任志强退休是一场社保悲

剧。(财新网 记者王虎)

蛤与其关注“剩女”这个伪命

题，不如多多关心孤寡老人、单亲
家庭，须知她/他们也同样是我们

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群。(果冻

评论作者)

蛤现代人不想结婚是因为离

婚太讨厌。(窦文涛 凤凰卫视主

持人)

蛤中国将会形成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高速铁路网，这将是中国唯

一一件超过发达国家的事情，美国
人、日本人会很嫉妒、羡慕我们。

(郑新立 政协委员)

蛤男人更应过“三八节”，男

女平等还需200年。(方刚 学者、

作家)

蛤现在的文艺明星，拍一个

戏就能买得起一架飞机，山西煤老

板也有不少买的。(冯培德 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
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蛤老百姓涨一次工资、增加点

补贴难得很，为什么政府有些钱花

得就那么容易呢？(李金华 全国政

协副主席、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征稿启事

@蛮腰美女：40多岁的宫先

生是烟台一家海水养殖企业的

老板，主要经营海参养殖、加工

和出口。据他透露，在海水养殖

过程中添加抗生素，早已成为被

默认的“行规”。

@李国强_烟台招商：2011年

2月烟台楼市报价分析，烟台房

价仍处在上升通道，二月平均报

价6235元每平米。

@烟台警事儿：醉酒驾驶处

罚 条 件 ：当 饮 酒 量 上 升 至

1400mL约相当于3瓶500ml啤酒

或一两半白酒80ml时，血液酒精

浓度可达到0 . 08(80mg/100ML)

即可达到醉酒驾驶处罚条件。

@夲夲：万科来烟圈钱，烟

台的房价有望直逼二线城市。

@leokiyou：烟台苹果，阳光

的味道。超喜欢这句广告词！

@玩转农家乐：烟台市着力

推广乡村旅游，在未来五年里将

建设苹果、莱阳梨、大樱桃、葡

萄、蔬菜瓜果采摘及温泉洗浴、

渔家乐等各具特色的旅游村庄。

@金蝶杨智伟：烟台火车

站，号称烟台鸟巢。就是小了点。

来源：新浪微博
读者朋友也可登录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新浪微博，发表评
论，我们将有选择性的刊登。

电视广告太多太滥太低俗，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多年

以来备受公众诟病的老问题。但

是我们能否真的像全国人大代

表方明所建议的那样，对央视一

套和地方电视台首套节目来个

快刀斩乱麻，全面禁播广告呢？

这样的做法看上去干净利索、一

了百了，但也必然会带来各种问

题和弊端。

广告收入作为维持电视正

常运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全

面禁播以后，恐怕最后的结果只

会有两个：一是因为资金困难，导

致电视节目整体质量下降，观众

不满意；二是政府给予巨额财政

补贴，以维持电视台的正常运转。

很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

是公众所愿意看到的。按照笔者

的看法，对于电视广告，其实大

可不必全面封杀，一禁了之。实

际上，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广告

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数量太多；二是质量太滥。

数量太多，就像春晚相声中讽刺

的那样，是在广告中插播电视

剧，则必然会影响观众欣赏其他

娱乐节目的效果。而质量太滥，

内容粗俗，更是让人无法接受。

所以说，对于电视广告的规

范管理，并不一定非要全面封

杀，而应该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对

数量的控制和质量的提高上。电

视广告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如果数量合适，质量上乘，让人

看了不觉厌烦，电视台也有了充

足的资金提高其他电视节目的

质量，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