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胡瑞琨 电话:5325920 5325924

要 闻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安庆市粮食局纪委

书记，助理调研员袁良才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9年5月29日9时35分在市第一人

民医院逝世，享年80岁。

袁良才同志，怀宁县人，1940年 4月出

生，1956年1月参加工作，1960年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6年1月至1992年5月先后任

安庆市第二棉织厂工人、市财口机械厂人事

干事，市车辆厂总支干事，市粮食局政治处党

委干事，市商业局政工组干事，市燃料公司、

医药公司政工科长，市政府办公室科长。

1992年6月起任安庆市粮食局纪委书记，助

理调研员。2000年5月退休。

袁良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5

月31日上午10点20分在安庆殡仪馆举行。

安庆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19年5月29日

讣 告

过去，家里有小孩子头疼脑热，花
一块钱买一盒维c银翘片就管用；眼睛
发炎，两毛钱的氯霉素眼药水就能解决
问题。然而记者发现，曾经一些效果
好、价格便宜的好药、老药越来越难买。

品种多差价大让人雾里看花

不少市民购买药品的时候发现，
廉价药难觅踪影，而同名药品种类繁
多、价格悬殊，让人眼花缭乱。5月
26日，记者去位于盛唐湾路某大药房
买感冒药，发现药架上摆放了五花八
门的感冒药，有风寒感冒颗粒、风热
感冒颗粒、感冒清热颗粒、维c银翘
片、感冒灵颗粒、银翘伤风胶囊……
记者看到，在药架上，一盒24粒的维
c银翘片售价10元。12粒的银翘伤风
胶囊，售价却达18元。

而在另一个药架上，同为小儿氨
酚黄那敏，葵花康宝牌的一盒12袋，
售价19元。而999牌小儿氨酚黄那敏
20袋，售价25元。比较下来，葵花康
宝牌的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比999牌
的要贵不少。当记者询问，这两个不
同品牌的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是不
是效果一样的呢？营业员极力推荐
说，价格高的效果肯定好。

到底是效果差不多，还是价格高
的效果好呢？市民有点雾里看花。

廉价药若隐若现难见踪影

市民纪先生也发现过去的廉价药
现在市场上很难看到了。“过去在遇到
中暑、严重腹泻的时候，服用补液
盐，就能迅速解决症状。但现在药房
里好像很难看到补液盐了。遇到中

暑、严重腹泻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
赶快去吊水。”纪先生口中的补液盐，
能用于治疗因腹泻、呕吐、经皮肤和
呼吸道的液体丢失，而引起的轻、中
度失水。售价稳定，基本在1块钱以
内。但目前市场上很难看到，记者只
在极少数几家药房看到。

在龙山路某大药房，记者发现廉价
感冒药被放在最底层的小篮筐里，价格
标签上写着氨咖黄敏胶囊，一板10粒，
售价仅0.9元。记者陆续走访了市区多
家药房，发现个别药房还有少量廉价
药。但多摆放在不起眼的位置，除非顾
客点名要，营业员一般不推荐。

材料上涨和无利可图是
廉价药的无形杀手

不少市民总感觉药品价格在上

涨。他们说，有的经过“改头换
面”，换个包装盒涨价；有的则是减
少了药量，看起来价格没变，但实
际上变相的也涨了价。“去年上半年
盐酸吗林呱一瓶 100 片，售价仅 2
元。但是去年下半年的进货价格就
达 40 元。”一位药房负责人透露，

“廉价药越来越难买，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厂家的生产成本即原材料上
涨导致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企业
生产的工艺和硬件设施投入更多，
企业把这一部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身上。”

此外，药品经营者，尤其是各大
药房觉得廉价药总价低，利润空间
小，都不愿意进货，或者即使进了货
也放在不起眼的地方不推荐。所以市
民很难发现和购买到廉价药。

记者 徐媛

廉价药难觅 高价药遍地

“高烧”的药价让人“雾里看花”

本报讯 5 月 29 日上午，安庆
海关联合安庆港有限公司在安庆港
国际集装箱码头举行安庆口岸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5天前从世卫组织公布
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出发
的船舶从安庆口岸入境，口岸公共
卫生安全联防联控单位进行应急处
置。应急演练包括模拟登轮检疫、
体温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封

控、联防联控协作病人转运、污染
区域消毒等。

此次演练，以演代训，提高了
安庆口岸卫生检疫人员疫情应急处
置能力，检验了口岸联检部门和卫
生系统在处置突发事件方面的应急
指挥、组织协调和综合防控能力，
对有效提高安庆口岸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能力具有实践意义。

（记者 杨一 通讯员 张林）

安庆海关举行口岸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应急演练

5月28日下午，在大观亭老街修复
建设工程工地上，大观区环境监测执
法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向建筑工人宣传
中高考禁噪相关规定。

距离中高考进入倒计时，我市环
保、城管、公安等部门联合各在建工
地、广场舞早晚晨练聚会点、练歌
房、大型游乐场所等地开展禁噪宣
传，要求各施工、经营单位给广大考
生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备考环境。
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护航中高考

禁噪到工地

5月29日，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和市餐饮行业协会举办的中式烹调师职
业技能培训班开班。今年以来已举办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培训班8期，培训
近500人次。图为专家现场指导学员。 记者 王政 摄

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 5月24日，怀宁法院执行
局开展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刑集中执行
行动。

本次集中执行的案件中，包括一件
涉及17名被执行人开设赌场罪案件。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针对部分被执行
人还在被收监的情况，怀宁法院执行局
干警依法向在监狱中服刑的被执行人
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材料，告知他们必须

全力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督促其本人及
家人尽快缴纳罚金。经执行法官多次
努力，涉案被执行人或本人亲自来法院
上缴罚金，或安排亲戚到法院缴纳罚
金，或将罚金直接汇款到法院账户的方
式履行义务。集中执行当天，一名被执
行人当场写下限期缴纳罚金的保证书。

当日，执行干警辗转石牌、望江等
多地开展集中执行，本次行动集中执行

了5件财产刑案件、1件涉黑涉恶案件，
共执行到位94300元。

今年以来，怀宁法院不断加大对涉
黑涉恶案件财产刑执行力度，对已生效
的涉黑涉恶案件进行梳理并开展集中

执行。下一步，怀宁法院将继续加大执
行力度，将扫黑除恶与执行攻坚紧密结
合，强力“打财断血”，彻底摧毁涉黑涉
恶犯罪的经济基础，铲除其滋生土壤。
（记者 周国庆 通讯员 程佳勤）

彻底摧毁经济基础 铲除其滋生土壤

怀宁法院开展财产刑集中执行行动

本报讯 5月 28日，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全市学校食品安全及
校园周边市场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以来，我市加大抽检力度，对相关食
品、学生文具、儿童玩具、眼镜、学
生用棉被等产品进行监督抽检，目前
集中检查工作已基本结束，样品检测
结果将于近日公布。

根据市市场监管局和市教育体
育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开展全市学

校食品安全及校园周边市场环境综
合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要求，4
月 10 日起，全市正式启动学校食品
安全及校园周边市场环境综合整治
专项行动，目前集中检查工作已基
本结束。

此次专项整治以学校食堂及校园
内超市（小卖部）食品，校园周边食
品、儿童用品、眼镜、学生棉被等作
为重点，进行安全隐患全面排查。

专项整治集中检查中，全市共检
查学校食堂 1139 家次，校园内超市
1079 家次，校园周边餐饮 852 家次，
眼镜店 126 家次，学生文具店 423 家
次，玩具经营使用单位304家次，学
生用棉被经营使用单位82家次，对学
校食堂、超市、校园周边餐饮等抽检
316批次。截至目前，已完成检验样品
检测结果显示，存在9组样品检验结
果不合格，其它样品检测结果也将于

近日公布。
据悉，市场监管部门将对集中检

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惩
处，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和问题清单，
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消除安全隐患。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把学校食品安全
及校园周边市场环境综合整治纳入日
常监管工作，常抓不懈，切实维护广
大师生的合法权益。

（记者 项珍 通讯员 汪传文）

综合整治学校食品安全及校园周边市场环境

净化校园市场 为学生成长护航

本报讯 5 月 29 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童学军率市人大执法检
查组到市经开区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安徽省中小
企业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市人大检查组先后深入到市经
开区帝伯粉末冶金、联动属具、
同发设备等企业，详细了解了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以及经开区扶持
政 策 的 制 定 落 实 、 融 资 环 境 改
善 ， 企 业 创 新 扶 持 、 创 新 支 持
等，征询有关诉求。随后召开座

谈会，听取开发区贯彻落实“一
法一条例”情况汇报，与中小企
业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
座谈。

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市经开区
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一法一条例”
工作情况给予肯定。希望市经开区
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紧扣法律
法规，聚焦重点问题，继续改善中
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

（记者 徐媛 通讯员 刘涛）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小企业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童学军率队

本报讯 5月 29日，记者从市公
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日前发布了安庆市迎
江区沿江生态廊道及林业景观提升
PPP项目资格预审公告。

据了解，本项目区域目前主要为
原生性树种，树种种类繁杂，林相

景观性较差，无经济价值。本项目
将在该区域内建设复合型经济林
业，发展林下经济，种植林木、农
作物、药材及花卉等高经济价值作
物。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林
业项目的建设运营，推广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在安庆市林

业行业的应用，同时积累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同的成功经验，提升迎江
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迎江区人民
政府决定启动安庆市迎江区生态廊
道及林业景观提升PPP项目。建设内
容主要包括打造经果林沿江景观长
廊，改造新洲乡景观，提升前江、

小沙包码头景观，建设智慧林区综
合监管平台，项目完成后将营造经
济林 1852 亩 （包含经果林 1632 亩，
经济林园 220 亩），绿地景观 321.2
亩，公路景观林 18 公里。本项目估
算总投资约15620.6万元。

（记者 张培农）

建设复合型经济林业 打造沿江生态廊道

迎江区将实施沿江生态廊道及林业景观提升PPP项目

本报讯 5 月 29 日，团市委与
安庆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共建的安庆
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在安庆师大举
行揭牌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戴
钦公出席并讲话。

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的职能定
位是研究青少年现状与发展趋势、
青 少 年 工 作 与 政 策 、 青 年 运 动
史，为市委、市政府制订青少年政
策和发展战略，为团市委决策以
及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理论依据和
资政服务。

戴钦公指出，成立安庆青少年

发展研究中心，打造市校合作青
年发展平台，有利于进一步引领我
市 广 大 青 年 担 当 高 质 量 发 展 重
任，与当前我市新一轮改革发展的
新形势高度契合。全市各级团组
织要真正关心关爱青年，教育引导
青年。安庆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工
作重点要聚焦青少年、聚焦安庆发
展 ， 要 通 过 更 多 更 好 的 研 究 成
果，为安庆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智
力支撑，推动青少年为安庆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 徐媛 通讯员 周阳海）

戴钦公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要求

通过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为安庆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