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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违法经营卷烟等行为被我局依法实
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于12月13日《皖
西日报》第10341期第8版告知拟对
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告知
期限届满，我局已正式做出行政处

罚决定，限下列人员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圆通快递单号：
YT4132026504447

YT4132026535477

寄件人：吴泽涛 8001156

圆通快递单号：
YT4152425586431
YT4152273597574
YT4162639592055
YT4154881885728
YT4154881847633
YT4172199132493

寄件人：琳儿 8001157

中通快递单号：
75305721221387 75305721219790
75306194823680 75304451013715

75305717970759 75307220710339
75305684002571
75305890336471
75304741507806
75304741508062

寄件人：刘萱萱 8001158

中通快递单号：
75307524339838
75307524342197
75306195885553
75307484755236
75307477502265 75304713160069
75305653782210

75306630874780
75308028424838
75305259638056
75308029672830
73121176926080 73121351256214
73121351262792

寄件人：魅丽旗舰店A 8001160

圆通快递单号：
YT1110260185425

寄件人：陆允南 8000404

中通快递单号：
75303978419295
75303978418855

75309147929790 75309147928977
75309147933165
75306789538535
75305892329283
75305207167287
75307522728967
75304565873147
75305655782205
75305043117429 75305040359221

寄件人：周子林FN 8001161

圆通快递单号：
YT4179443564700
YT4179443615745

YT4181236562799
YT4181436483950
YT4184922158801
YT4184922171450
YT4184922158928

寄件人：林高发FN 8001159

孔庆军 8001059

当事人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领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或者在
领取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六安市金
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下列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违法经营卷烟等行为被我局依
法实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于2019年
12月13日《皖西日报》第10341期
第8版告知拟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
罚决定，现告知期限届满，我局已

正式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限下列人
员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299756857

寄件人：刘思奇 8000747

中通快递单号：75308025039127

寄件人：吴坤平 8000748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453385134

寄件人：孙铭泽 8000749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582740463

寄件人：游乾途 8000750

韵达快递单号：4301854106824

寄件人：张冬至 8000745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856841350

寄件人：刘满意 8000751

中通快递单号：75309017997452

寄件人：张伯楷 8000752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995614718

寄件人：张冬至 8000754

中通快递单号：75309191239686

寄件人：周沫沫 8000753

韵达快递单号：4302002810206

寄件人：陈小艾 8000758

申通快递单号：773012138719810

寄件人：林燕玲 8000755

申通快递单号：773012268862445

寄件人：吕兴昌 8000757

申通快递单号：773012133709209

寄件人：游乾途 8000756

中通快递单号：75307809629616

寄件人：王博 8000746

申通快递单号：773012518032875

寄件人：王亚妮 8000759

中通快递单号：75311143717216、
75311143486034

寄件人：晓敏 8000760

中通快递单号：75311114780106

寄件人：雅阁男士衬衫 8000761

申通快递单号：773012519747904

寄件人：赵均辰 8000762

圆通快递单号：
YT4225437202200
YT4225437964503

寄件人：王友成 8000765

申通快递单号：773015259679305

寄件人：刘守禄 8000766

中通快递单号：75313988339946

寄件人：莫小花 8000767

中通快递单号：

73122948420654
73122948467497

寄件人：wj 8000763

中通快递单号：73123001814927

寄件人：茉里 8000764

当事人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领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六安市烟草专卖局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在领取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六安
市霍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下列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违法经营卷烟等行为被我局依
法实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于12月13

日《皖西日报》第10341期第8版告
知拟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现告知期限届满，我局已正式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限下列人员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行政处罚
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韵达快递单号3102812191256

寄件人：张东宏 3000164

舒启宝 3000163-164

夏玲 3000132

王翠云 3000134

范修明 3000131

张传兵 3000135

朱普华 3000133

圆通快递单号4228214255400

寄件人：晓敏 3000165

庞琴 3000119

天天快递单号6600333606370

寄件人：陈丽璇 3000120

张友山 3000161

夏连秀 3000166

张玉福 300162

汪正彪 3000181

当事人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领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六安市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或者在
领取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霍山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下列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违法经营卷烟等行为被我局依
法实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于12月13

日《皖西日报》第10341期第8版告
知拟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现告知期限届满，我局已正式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限下列人员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行政处罚
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中通快递单号75306976161933

寄件人黄志诚 0002118

中通快递单号75308363226590

寄件人马飞 0002142

中通快递单号75307776454879

寄件人林 0002141

圆通快递单号YT4181292751200

寄件人林高发 0002143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713423826

寄件人吴小潘 0002144

中通快递单号75308969215616

寄件人晓敏 0002145

申通快递单号773010615413799

寄件人谢敏 0002117

中通快递单号75309138695938

寄件人马飞 0002146

中通快递单号75305878586208

寄件人马飞 0002116

申通快递单号773008473484442

寄件人刘杰 0002112

申通快递单号773010771108097

寄件人李萌 0002119

中通快递单号75304237635170

寄件人王思玲 0002110

圆通快递单号YT4141363887425

寄件人黄志成 0002111

申通快递单号773010775981168

寄件人刘庆波 0002120

申通快递单号773008857656511

寄件人谢伊 0002113

圆通快递单号YT4146101365584

寄件人顺顺 0002114

中通快递单号75176302771240

寄件人申乐乐 0002092

中通快递单号75313983663840

寄件人刘德鑫 0002147

申通快递单号773005510007413
773005510006936
773005507815307
773005510008303

寄件人 张冬至 0002097

当事人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领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六安市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或者在
领取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金寨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下列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违法经营卷烟等行为被我局依法实
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于2019年12月
13日《皖西日报》第10341期第8版告
知拟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现告知期限届满，我局已正式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限下列人员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行政处罚
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韵达快递单号4301090506063
4301090505945、4301090505989

寄件人李志恒 0001319

申通快递单号773001296915708/
773002438588763

叶文 0001284/0001287

韵达快递单号4301069263407

寄件人黄珊珊 0001320

申通快递单号773004587938039

欣欣 0001290

申通快递单号773005114537055
773004681747676

寄件人林德华 0001401

中通快递单号75306857098391

吴情 0001294

中通快递单号75177070962886

寄件人山水 0001402

申通快递单号773006857766600

邓晓婷 0001291

中通快递单号75300753484560

寄件人谢进绍 0001403

中通快递单号75308556978773/
75308556979086

manfreng旗舰店 0001297

中通快递单号75304666657062

寄件人王玉莲 0001404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960554244

李萌 0001481

韵达快递单号4301627481655、
4301627481242、4301627481388

寄件人李伟力 0001405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997260695/
773011997362760

曹婷婷 0001482

韵达快递单号43010684125798

寄件人周萍 0001406

韵达快递单号4302017282793

林真珍 0001483

中通快递单号75304666545961

寄件人王玉莲 0001407

中通快递单号75313438596655

李昌 0001484

中通快递单号75306425635044

寄件人陈艾琳 0001408

申通快递单号773010466943338

谢敏 0001424

申通快递单号773010031685079

寄件人刘庆波 0001409

中通快递单号75307749195450

欧盟旗舰店 0001426

申通快递单号773010781038831

寄件人卓蓝雅旗舰店 000 14 10

中通快递单号

75307753139290
manfrleng旗舰店 0001427

韵达快递单号430 1872 192 186、
4301872192063、4301872191895

寄件人李伟力 0001411

中通快递单号75313986593010

李维嘉 0001434

韵达快递单号4301889159345、
4301889159340、4301889159195

寄件人李伟力 0001412

圆通快递单号yt4181566241837

寄件人晓敏 0001354

中通快递单号75314485986306、
75314485793176

寄件人一品屋 0001358

中通快递单号73123188971809

寄件人哲哲 0001359

韵达快递单号4302368417093

寄件人林德华 0001360

韵达快递单号4302472253226

寄件人马民国 0001502

圆通快递单号yt4234825673973

寄件人林少玲 0001503

申通快递单号773011675046715

寄件人谢敏道 0001462

当事人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领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六安市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或者
在领取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舒城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下列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违法经营卷烟等行为被我局依
法实行先行登记保存，并于12月13

日《皖西日报》第10341期第8版告

知拟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现告知期限届满，我局已正式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限下列人员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行政处罚
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百美玩具 1900123

张群秀 1900019

陈书林 1900020

彭元霞 1900124

张攀 1900021
1900022

当事人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在领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六安市烟草专卖局申请复议或者在
领取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六安市叶
集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六烟专公〔2020〕第2号

霍邱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霍烟专公〔2020〕第2号

霍山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霍烟专公〔2020〕第2号

金寨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金烟专公〔2020〕第2号

舒城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舒烟专公〔2020〕第2号

六安市叶集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六叶烟专公〔2020〕第2号

“这个药价格是不是算错了啊？怎么比上次拿的便宜了这么多？”
“没算错！这是国家出的好政策，不少药品的价格都降了。”
2019年12月27日上午8时许，市民何先生在市中医院慢性病门诊窗口取出4盒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看着处方笺上标注的比以前少了一大半的价格，他有些不太相信。
这次让人惊喜的药品大幅降价，主要受益于国家实施的惠民新政———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工作在六六安的落地执行。六安市中医院作为我市联
合采购体牵头单位，迅速全面实时跟进，何先生的这张处方笺正是该院调整收费系统后开出的第一张中选药品处方笺。。

受益最大的是这几种病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即由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从通过了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
选试点品种，带量采购、以量换价，以实现
药价明显降低，减轻患者药费负担。经过在
发达城市一年的试点，此次试点改革成果范
围扩大，我省也在扩围之内。以我市为例，
实施机构包括了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同
时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保定点
零售药店自愿执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中选药品价格。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在我市正
式落地后，六安市中医院积极行动，立即召
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第一时间做好中选药
品备货和医保信息系统、院内系统调试工
作，并于2019年12月27日零点将中选药品
价格全部替换为降价后的价格。“安徽省落
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共有25

个品种，42个品规，我们医院目前在售品种
均已替换为中标药品。”据市中医院药剂科
药师方家祥介绍，这些降价药品基本上都是
常用药，其中包括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厄贝
沙坦片等7种，都是高血压人群常用的降压
药；阿托伐他汀钙片和瑞舒伐他汀钙片是高
脂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最常用的药品；
此外，还有抗肿瘤药、抗病毒药(乙肝病毒)、
精神类疾病治疗药物以及部分止泻、镇痛药
物等，都是常用药品。

降幅最高可达98 . 23%

“从此次降价来看，总体降幅与上一年
度相比达到了69 . 84%。”在市中医院药库，
方家祥对于涉及到的降价药品逐项介绍着：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由原来的 1 . 2 53元 /片
(5mg/片)降为现在的0 . 057元/片，阿托伐
他汀钙片(10mg/片)由原来的3 . 32元/片降
为现在的0 . 128元/片……其中，抗乙肝病
毒的常用药恩替卡韦片更是由原来的11元/

片 降 为 现 在 的 0 . 1 9 元 / 片 ，降 幅 高 达
98 . 23%。

常用药品的大幅降价，对于病程长、
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病情的慢
性病患者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采访当
天，在市中医院，取完药的刘老爷子乐呵
呵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老爷子是一位高
血压和高脂血症患者，一直吃着苯磺酸氨
氯地平片和瑞舒伐他汀这两种药。按照每
天分别服用一片来算，集采前，苯磺酸氨
氯地平片的价格为1 . 253元/片，瑞舒伐他
汀的价格为3 . 9 7元 /片，一年所需费用分
别为457 . 3元和1449 . 57元；降价后，苯磺
酸氨氯地平片的价格为0 . 0 5 7元 /片，瑞
舒伐他汀的价格为0 . 2 9 8元 /片，一年所
需费用分别只要2 0 . 6 8元和 1 0 8 . 9 8元。

“对于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这药常年吃着
心疼，现在好了，同样的钱，原来买一片，
如今可以买两盒了。”老爷子看着处方笺
高兴地说。

质量不打折放心使用

对于患者来说，如此大幅的降价，药品
的质量是否能够保障，也让他们心里直打
鼓。“几分钱一片的药，可以放心吃吗？“在
当天的采访中，市民邢女士也问出了一部分
人的疑惑。

“质量肯定是能够保证的。”市中医院药
剂科主任刘国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组
织集中采购涉及的药品都是由国家药监局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药品生产企
业生产的，所有中选药品均通过了药品质量
和疗效的一致性评价。另外，药品从配送企
业到医院的药库，也都要经过严格的验收程
序，全程跟踪监控。同时，相关部门也将对
中选药品进行全周期的监督检查，制定了药
品抽检计划，将监管抽检和日常监管相结
合，定期汇总分析中标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情
况，切实保障中选药品的质量，患者可以放
心使用。

本报讯(记者 李珊珊)日前，中国共产党六安市人民
医院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医院过去五年改革
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科学研判了新时代新医改下医
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系统谋划了医院未来五年发展的蓝
图与愿景。

过去的五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党组的正确
领导下，面对新医改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市人民医
院党委团结带领全院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医改政策，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聚精会
神抓改革，全心全意谋发展，圆满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六安
市人民医院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保持了医院
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大会强调，未来五年，医院将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时
代党和国家卫生健康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深化公立
医院改革，落实医院建设发展规划，持续推进以学科能力
提升为核心的医院内涵建设，健全医院精细化管理机制，
构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动医院高质量持续发展，努力
把医院建设成为管理制度健全、管理体制科学、服务体系
完备、学科技术突出、发展机制可持续的现代化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和全省一流市级区域医疗中心。

本报讯(记者 李珊珊)近日，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
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五次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召
开。百余名职工代表齐聚一堂，行使民主权利，为医院的发
展建言献策，共谋美好未来。

自2015年9月以来，市二院工会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方
针、政策，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在上
级工会和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医院各部门科室和全院职工
的支持下，坚持方针，突出重点，弘扬先进，构建和谐，全面
加强各项工会工作的落实。

推进职工积极参与医院民主管理，对医院的建设发展
建言献策；不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完善相关组织制度，加
强信息化管理，积极组织培训，提高工作水平和办事效率；
倡导职工参与医院管理，鼓励职工开展岗位知识技术比
赛、竞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促进医院文化建设，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职工文体活动，积极参加慈善一
日捐献爱心活动和市妇联爱联盟助学、裕安“慈善心心点
灯”等结对资助特困学生的活动，四年来医院职工慈善一
日捐共捐出20余万元。下一步，医院新一届工会将围绕医
院中心工作，在学
院领导、在院党委
的领导下，与时俱
进，奋力拼搏，总
结 经 验 ，履 行 职
能，发挥作用，努
力 开 创 医 院 工 会
工作新局面。

卫 生 短 讯

市人民医院

凝心聚力谱新篇

市二院

广纳意见谋发展

落 实 药 品“ 集 采 扩 围 ”

市中医院这些常用药降价不降质
本报记者 李珊珊 齐盈娣

1月3日，市卫生健康执法支队联合金安区、开发区
对部分宾馆、酒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卫生监督检
查。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和顺水利大酒店、皖西宾
馆、曙光铂尊酒店以及蓝溪兴茂酒店，对场所卫
生监督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设施
设备的配备及运转、清洗消毒专间以及客房卫
生、场所的通风换气、公共用品清洗消毒保洁
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
使用快速检测仪器对客房的空气质量、微小气
候等指标进行了现场快检，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
卫生标准要求。

本报记者 李珊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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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强强卫卫生生督督查查 保保障障住住宿宿安安全全

六安市卫健委协办

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卫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编辑：李珊珊 电话：18605641152
邮箱：152679518@qq.com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