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西南药品零售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
“金牌川药”系列评选活动颁奖仪式

7月26日

8月1日

投票通道关闭

专家评审
网络投票占40% 专家评审占60%

活
动
日
程

一、龙泉片区
1、2017/7/25 6:00-2017/7/25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龙平路部

分、花都酒店附近用户
2、2017/7/25 6:00-2017/7/25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龙泉镇部

分、兴宇精密厂、长青制药厂、国一剑桥小
区、天银制药及附近用户

3、2017/7/26 6:00-2017/7/26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锦上城小

区、天悦国际小区及附近用户
4、2017/7/26 6:00-2017/7/26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东山国际

小区、瑞智车桥及附近用户
5、2017/7/26 6:00-2017/7/26 19: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部分、书香

美地小区、龙警苑小区及附近用户
6、2017/7/27 8:00-2017/7/27 19: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健康村
7、2017/7/27 6:00-2017/7/27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东方华达小区、旭光

科技厂及附近用户
8、2017/7/27 6:00-2017/7/27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蔚蓝花城小区、格调

城小区、三盛都会成小区、航空职业学校
及附近用户

9、2017/7/28 6:00-2017/7/28 20: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晶华科技厂、海天文

化厂、凯旋门小区
10、2017/7/307:00-2017/7/3019:30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太平村、来龙

村，十陵镇江华路周边居民

二、新城片区
1、2017/7/24 8:00-2017/7/24 18:00
万安镇高饭店村、兴隆镇斑竹村
2、2017/7/25 7:00-2017/7/25 20:30
和华伟业、复地御香山
3、2017/7/31 7:00-2017/7/31 20:30
龙祥佳苑小区、回龙社区
三、双流片区
1、2017/7/25 6:30-2017/7/25 19:00
永安镇白果村、三新村、新街村、双坝

村、景山村、梨园村、黄龙溪镇东岳村、华
严社区

2、2017/7/26 6:30-2017/7/26 18:00
凤凰村，付家坝社区，白果村，公兴街

道兰沟社区
3、2017/7/26 6:30-2017/7/26 18:00

公兴街道兰沟社区
4、2017/7/26 6:30-2017/7/26 21:00
杨公社区、文武社区、扯旗社区
5、2017/7/26 6:30-2017/7/26 21:00
杨公社区、文武社区、扯旗社区、红桥

社区、楠柳社区
6、2017/7/27 6:30-2017/7/27 21:00
杨公社区、文武社区、扯旗社区、楠柳

社区
7、2017/7/27 6:30-2017/7/27 21:00
文武社区、扯旗社区（原苏麻3社、2

社）
8、2017/7/28 6:30-2017/7/28 20:00
云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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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21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AQI指数 46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雅安、内江、遂宁、泸州、巴中、广
元、广安、绵阳、攀枝花、达州、眉山、德阳、南
充、乐山、宜宾、自贡
良:资阳、康定、西昌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AQI指数 85—113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84期开奖结果：

2285606，一等奖 0 注，二等奖 6 注，每注奖金
61523 元，三等奖 216 注，每注奖金 1800 元。
（1766.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95期开奖结果：
319 直选：5899（29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1536（619）注，
每注奖金173元。（660.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95期开奖结果：
31989 一等奖：48注，每注奖金10万元。（2.66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99期：

30333333313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99期：

2010110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99期：

133313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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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价格上调
四川92号汽油涨6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雅儒)根据国家发改
委通知，7月21日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
上调，其中汽油、柴油均上调75元/吨。本次调价
后,四川各品种成品油零售最高限价分别为：92#
汽油 6.11元/升(上涨 0.06元/升)，95#汽油 6.58
元/升(上涨0.06元/升)，0#车柴5.76元/升(上涨
0.06元/升)。调价政策落实后，成品油终端消费
者用油成本将小幅增加，以一辆油箱容量在50L
的家用汽车为例，加满一箱92#汽油将多花3元。

本轮油价上调是2017年以来第五次上调，
涨跌互抵后，汽油累计下调530元/吨，折合升价
92#汽油为0.42元；柴油累计下调505元/吨，折
合升价0#柴油为0.43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
师薛珊表示，与年初相比，终端消费者用油成本
整体降低。目前来看，下个周期，美国原油库存
有望继续下降，加之产油国将释放利好言论，油
价存在继续上行的可能。卓创预计，下个周期国
内成品油零售限价面临“二连涨”的概率较大，消
费者出行成本或有继续增加的可能。

天府新区七月第4周停电计划（7.24-7.30）

锦江绿道
都江堰到黄龙溪串联10区县

成都构建多层次的市域绿道体系，其
中规划形成1500公里主干绿道。这些绿
地主要位于哪里？

一轴：锦江绿道，长度约200公里，从
都江堰紫坪铺至双流黄龙溪，串联10个区
（市）县。

二山：龙泉山森林绿道，结合大熊猫国
家公园同步规划建设，长度约为350公里，
串联6个区（市）县；龙门山森林绿道，纳入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同步规划建设，长度
约200公里，串联5个区（县）市。

三环：熊猫绿道，沿三环路实施，长度
约100公里（内外侧各50公里）；天府绿
道，沿绕城高速实施，成都约500公里；田
园绿道，沿第二绕城高速路实施，总长度约
300公里，串联10个区（市）县。

七道：走马绿道、江安绿道、金马绿道、
三河绿道、东风绿道、沱绛绿道、毗河绿道，
结合河长制，由各区（市）县推进实施，总长
度约570公里，串联15个区（市）县。

绿道做什么？
4至6米一级绿道可跑马拉松

市域绿道体系，将串联生态区、公园、
小游园、微绿地，形成全域绿化体系；同时
连接城市慢行交通系统，与之互联互通。

市民可以在绿道上做什么？
赏风景。市域绿道体系，串联起生态、

田园、文化资源，打造出天府风景道；保护
和利用山、水、田、林等生态要素，实现绿满
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

练身体。这些市域绿道，将实现人行
和自行车的完全分离，使行人和自行车骑
游者各行其道，更加安全。市民可以在绿
道上漫步、跑步、骑游，在美好的环境中锻
炼身体，舒展身心。按照规划，在设计宽度
为4至6米的一级绿道，还可以举办自行
车、马拉松等赛事。

乐休闲。市域绿道将串联各具风情的
特色小镇、自有风格的特色园，还会串联林
盘院落、河道水景、文化设施、运动场所等。

何时建成？
三环路熊猫绿道明年8月前完工

据悉，按照建设规划，下个月将首先启
动天府绿道首期工程，该工程沿绕城高速，
从锦城湖至青龙湖，其中包括一级绿道（设
计宽度为4至6米）34公里，二级绿道（设
计宽度3米）54公里、生态景区18.6平方公
里，预计于2018年春节前完成。明年完成
天府绿道中的一级绿道80公里、二级绿道
200公里、生态景区70平方公里，基本形成
环线；2019年完成天府绿道中的一级绿道

36公里、二级绿道95公里、生态景区40平
方公里。

作为“一轴”的锦江绿道，目前正在开
展规划设计工作。“二山”龙泉山森林绿道、
龙门山森林绿道，将分别结合大熊猫国家
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同步规划建
设。“三环”中的三环路熊猫绿道将随三环
路扩能提升工程同步实施，明年8月前完
工；绕城高速天府绿道今年8月启动首期
工程建设；第二绕城高速的田园绿道由各
区（市）县择机组织实施。

按照计划，2020年，成都将建成“一轴
两环（三环路、绕城高速）”绿道；2025年，
初步建成市域主干绿道体系；2040年，市
域绿道建设全面成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成都跑马拉松不愁没地盘
上锦江绿道

成都规划1500公里的主干绿道，下月将启动首期工程建设

“金牌川药”等你点赞
投票只剩4天

领先队列中排第一的药店已收获近2万的票数

最高得票近2万
二三名间只差几十票

截至7月21日，投票已经进行了5天，
领先队列中排第一的药店已收获近2万的
票数，其他竞争选手也不遑多让，仍在持续
赶超中。评选过程中，参评单位凭借着雄
厚的实力和市民的支持奋起直追，后起之
秀的力量不容小觑。很多过来报名参赛的
外省企业并没有受地域因素的干扰，也成
功占据了总票数中的一席之地，不过正是
由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药店共同角逐，
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在这种“你争我夺”
的竞争下，即使是现在排名靠前的参评单
位仍需要再接再厉，看来，不到最后一刻永
远不知谁是赢家。

投票倒计时4天
25日关闭投票通道

太极·藿香正气液 第二届西南药品零
售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金牌川药”系列评
选活动投票只剩下最后4天了，每一次投票
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欢迎更多热心
市民踊跃参与投票，为支持的药店、企业加
油献力。

本次评选的投票通道继续开放，如果
你想为支持的企业或喜爱的药店投票，可
以在7月25日下午5点前，扫描二维码下
载封面新闻APP，并进入“金牌川药”系列
评选活动投票页面参与投票 (投票地址：
http://cdfer.com/t/rwMm8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95期开奖结果：686，单选803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947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084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7、20、25、12、
19、09、07 ，特别号码：15。一等奖5注，单注奖金
276631元。其中：复式投注0注，单注奖金0 ,二
等奖19注，单注奖金10399元。奖池累计金额0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7月22日，距离太极·
藿香正气液 第二届西南
药品零售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暨“金牌川药”系列评选
活动投票截止只有4天，
25日下午5点，活动投票
通道将准时关闭，26日专
家评审将综合网络投票，
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评
出最终的获奖名单。

在 5 天的投票过程
中，各参赛单位之间“你追
我赶”，票数一度上演着
“反超”和“被反超”。扫描
二维码下载封面新闻，投
出你支持的一票，最终的
结果可能因你而改变。

随着 2004年中国加入WTO，外资
被允许进入大陆的医药零售市场，外资
以及国内其他行业的资本大举进入医药
零售行业，我国药店并购重组进入井喷
期。从现今零售行业的现状来看，药店
数量已趋饱和、新开门店难度越来越大，
并购重组成了连锁药店实现扩张发展战
略的最佳选择之一，因为无论时间成本、
风险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比新开门店
更有优势。在资本的推动下，我国药品
零售市场的集中度也能加速提升。

成都市医药商会会长邹康禄认为，
对于一些中小型医药流通企业来说，面
对药品零售领域的资本热潮出路只有两
条：要么转型，要么被并购，也就是说，要
么走专业化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核

心竞争优势，而在局部区域生存下去；要
么成为几大流通巨头的并购整合对象，

“那些无特色、经营管理差、无竞争力的
药店只有被市场淘汰。”

这不仅加剧了医药零售业的竞争，
也给四川的医药零售业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据了解，“自建+并购”是几大龙头产
业进行规模扩张的主要方式，这也说明新
一轮“跑马圈地”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

实际上，并购重组并非简单的“拿来
主义”，即使是占据优势的大企业，如何
通过有效整合，使并购主体之间业务协
调一致、互相促进，是经营者并购重组后
面临的主要任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实习生 吴振宇

资本涌入医药市场
并购重组是福是祸？

身在城市，心向自然
的朋友们，还在愁跑马拉
松的地方么？还在想如何
和车流人流“抢地盘”么？
以后，成都市域有专门跑
马拉松的地方了。

7月21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获悉，成
都将规划形成1500公里
的主干绿道，其中环城生
态区范围内的500公里天
府绿道，将于下月启动首
期工程的建设。一级绿道
设计宽度为4至6米，可以
举办自行车、马拉松等赛
事。

行业观察

制图/李潇雪

成都市域绿道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