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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
者 张泉）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试点方案》。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全面部
署试点有关工作。国家医保局有关负
责人就落实试点改革举措，推进试点
有关工作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轻
人民群众医药费用负担问题。当前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药品价格虚高。近年来，药
品集中采购工作不断推进，对促进药
价回归合理水平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量
价脱钩。普遍只招价格不带量，企业
缺乏销量预期，难以实现药价明显下
降。二是竞争不足。仿制药质量水平
总体偏低，难以与原研药在同一水平
上公平竞争，部分原研药品种价格长
期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专利悬
崖”迟迟未在中国发生。三是采购分
散。采购层级较低，用量分散，导致议
价能力不足，同时区域政策差异，影响
了统一市场形成，弱化了市场竞争机
制。四是政策缺乏协同。药品采购、

使用、医保支付、货款结算等措施衔接
配合不够，难以协同发挥作用。

当前，药品集中采购的制度环境
发生了积极变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工作取得明显进展，部分仿制药达到
和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水平，为公平
竞争提供了质量基础；按照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理顺了药品招标采购、
价格管理和医保基金支付等的管理体
制；以抗癌药减税为契机实施降价“组
合拳”，形成了降低药价的政策环境和
舆论氛围，社会对使用价格适宜的优
质仿制药关注程度明显提高。这些变
化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提供
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问：国家试点的目标任务、总体思
路是什么？具体措施有哪些？

答：试点有四项目标任务：一是实
现药价明显降低，减轻患者药费负担；
二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净化流通环
境，改善行业生态；三是引导医疗机构
规范用药，支持公立医院改革；四是探
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
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本次试点按照“国家组织、联盟采
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路组织实施。
一是国家组织。由国家医疗保障局、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等国家有关
部门成立国家试点工作小组及其办公
室，拟定基本政策、范围和要求，发挥组

织协调的作用，推动试点城市形成联
盟。二是联盟采购。以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
圳、成都、西安11个城市的公立医疗机
构为集中采购主体，组成采购联盟，各
试点城市委派代表组成联合采购办公
室，汇集需求和力量，提高谈判议价能
力。三是平台操作。试点地区药品集
中采购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委托上海
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及其
阳光采购平台，承担具体集中采购工
作，依法依规实施集中采购工作。

本次试点注意做好顶层设计。针
对既往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存在的突出
问题，在方案设计上坚持质量标准，坚
持“带量采购”，坚持公平竞争，坚持

“联盟采购”。
问：如何以三医联动推动试点政

策的落地？
答：医疗保障、卫生健康、药监等

部门围绕“保证使用、确保质量、保障
供应、保证回款”，完善有关政策，实现
部门协同，形成三医联动，推动试点政
策的落地。

医保方面：一是出台支付标准政
策，明确医保对同一通用名不同商品
名的药品，原则上按相同支付标准支
付的操作细则及过渡期政策，引导参
保人合理用药。二是预付药款，在总
额预算基础上，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
30%提前预付医疗机构，推动医疗机
构按合同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减轻
药企交易成本。三是对规范使用中选
药品的医院，中选药品品种对应的总
额预算不做调减，降低药价挤出的水
分，用于推进医院薪酬分配制度等改
革，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医疗方面：鼓励使用集中采购中
选的药品，将中选药品使用情况纳入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对于
不按规定采购、使用药品的医疗机构，

在医保总额指标、对公立医院改革的
奖补资金、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医保定
点资格、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
核中予以惩戒。对不按规定使用药品
的医务人员，按照《处方管理办法》和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相应
条款严肃处理。进一步完善药品临床
应用指南，加强医疗机构药品使用监
测，严格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加强医
师和药师宣传培训，组织开展药品临
床综合评价，促进科学合理用药，保障
患者用药安全。

医药方面：在中选结果执行中，国
家药监局、工信部等部门，将采取有力
措施保障中选药品的质量和供应。一
是确保药品质量过关。加强对中选品
种生产、流通、使用全周期的质量监
管，提高抽检频次，加大违法违规企业
追责力度。二是确保及时供应。夯实
生产企业按照采购协议足量供货的责
任，建立企业库存和停产报告制度，通
过协议规范配送行为，确保供应稳
定。三是确保及时回款。医疗机构应
按采购协议及时支付企业货款，调动
企业积极性。

问：试点当前进展及下一步计划
是怎样的？

答：试点工作分三阶段：第一阶段
是集中招标阶段；第二阶段是执行结
果、落实采购政策及配套措施的实施
阶段；第三阶段是总结经验、评估成
效、完善政策阶段。试点经过周密的
筹备，于2018年12月17日发布正式
中选结果，共有25个药品中选，中选
价平均降幅52%，标志第一阶段已经
完成。

下一步，将进入落地实施阶段，这
既是工作的难点，也是试点政策和三
医联动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需要做
到中选结果执行到位，试点政策措施
实施到位，指导监督执行配合到位。

与此同时，做好试点总结评估。
在全流程抓好改革试点基础上，对减
轻患者负担，完善集中采购机制，改善
行业生态，促进医改等试点机制和效
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研究试点扩大
的可行性及完善政策。

为广大群众减轻药费负担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就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答记者问

1月15日，“百万家庭亲
情一线牵——2018年重庆市

‘恒爱行动’爱心毛衣发放活
动”在石柱洗新乡白果村举
行。图为贫困孩子穿上爱心
毛衣。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今
年“恒爱行动”2000斤毛线目
前已全部织成“温暖牌”爱心
毛衣，将陆续发往万州、石柱
等边远高寒地区及新疆阿勒
泰地区的孤困儿童手中。市
妇联自 2006 年承接实施“恒
爱行动”以来，发动了34个区
县的爱心人士为孤困儿童编
织毛衣，共织成“爱心牌”毛
衣18978件，让边远高寒地区
孤残、贫困儿童真正受益。

记者 杨铌紫 摄影报道

爱心毛衣温暖贫困孩子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试点工作作出部署，选择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
成都、西安11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

《方案》指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开展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目标任务是
实现药价明显降低，减轻患者药费负
担；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净化流通环
境，改善行业生态；引导医疗机构规范
用药，支持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完善药

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
品价格形成机制。

《方案》提出，要按照国家组织、联
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路，即国家
拟定基本政策、范围和要求，组织试点
地区形成联盟，以联盟地区公立医疗
机构为集中采购主体，探索跨区域联
盟集中带量采购。

《方案》明确，从通过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
品中遴选试点品种。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大陆地区上市
的集中采购范围内药品的生产企业，
均可参加试点。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带量采购，以量换价。按照

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
总用量的60%－70%估算采购总量，
进行带量采购，量价挂钩、以量换价，
形成药品集中采购价格，试点城市公
立医疗机构或其代表根据上述采购价
格与生产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二
是招采合一，保证使用。试点地区公
立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中选药品，确
保1年内完成合同用量。三是确保质
量，保障供应。要严格执行质量入围
标准和供应入围标准，建立对入围企
业产品质量和供应能力的调查、评估、
考核、监测体系。四是保证回款，降低
交易成本。医疗机构作为药款结算第
一责任人，应按合同规定与企业及时

结算，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严查医疗
机构不按时结算药款问题。医保基金
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按不低于采购
金额的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有
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

为保障试点政策落地，《方案》要
求做好政策衔接，实现三医联动。一
是探索试点城市医保支付标准与采购
价协同。二是通过机制转化，促进医
疗机构改革。三是压实医疗机构责
任，确保用量。四是明确部门职责，做
好政策衔接。

下一步，试点地区要在省级采购
平台上按照集中采购价格完成挂网，
于2019年初开始执行集中采购结果。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方案》

重庆等地试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新华社杭州 1 月 17 日电 （记

者 方问禹）天然清新的田园景致，
魅力迷人的山乡风光，苍松翠柏的红
色传承，仁义淳厚的乡风民俗……在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欣欣向
荣的发展景象扑面而来。这片虞东
平原沃土田园与四明山余脉山水造
化而成的锦绣之地，也是革命英烈何
云的故乡。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
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和镇）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进杭州
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任教，并投身
上虞县农民运动之中。1930年赴日
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系，后转入铁道
传习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后，他毅然停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
工作。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
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
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新华
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
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
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
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
名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
和第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
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
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
斗消息传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气，
宣传百团大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
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报馆
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间断。
《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日根据
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华北
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
北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
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

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
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何云率
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和战斗。

在危急关头，何云对身边的同志
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
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
不能当俘虏！”5月28日黎明，正在
大羊角村山坡上隐蔽的何云，不幸背
部中弹负重伤，昏倒在地。当被医护
人员抢救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
是：“我的伤不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
那边的同志吧！”当医护人员检视完
别的伤员再来看他时，他已经牺牲
了，时年37岁。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
“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
（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全国解放后，何云烈士的忠骨移至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左权将军墓
的左侧。

永和镇党委书记朱春兰介绍
说，在艰苦卓绝、烽火连天的战争年
代，作为上虞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
生地，永和镇一度是上虞县抗战的
政治中心，同时作为新四军浙东游
击纵队的重要活动据点，留下了一
大批革命英烈浴火奋战的印记。对
此，永和镇将上虞县抗日民主政府
旧址改造成“永和馆”，“红色老区”
的红色记忆、英烈遗风，仍然照亮着
后人奋进的前程。

何云：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记
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7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所
谓出口管制措施，反对美方干涉企业
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敦促美
国会有关议员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
理打压。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会一些议员提出法案，希望
阻止美国向违反美制裁法令和出口
管制法案的华为、中兴以及其他中国
通信公司出口零部件。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

华春莹说，美国这几个参议员的
举动就是美方一些人极端狂妄自大，

同时又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全世
界都对美国千方百计动用国家机器
打压封杀中国高科技公司的真实意
图看得非常清楚。就连美国国内一
些有识之士都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方
有关举动的实质和可能的后果。

她说，美国在世界上制造的各种
冤假错案已经够多了，美方的一些人
应该端正心态，适可而止。

她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所
谓出口管制措施，反对美方干涉企业
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我们敦
促美国会有关议员停止对中国企业的
无理打压，停止推动审议有关议案，多
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外交部：

敦促美国会有关议员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胡莉雯）1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文
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公示了2018-
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名单，全国共有175个乡镇（街道）和
县（县级市、区）上榜。其中，重庆市巴
南区木洞镇、铜梁区、梁平区礼让镇、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分别凭借木
洞山歌、铜梁龙灯、癞子锣鼓、秀山花
灯榜上有名。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重庆将充分发挥“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的典型示范作用，以点
带面，引领带动全市各地加强优秀民
间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工作。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出炉

重庆四地上榜

何
云
同
志
（
资
料
照
片
）
。

新
华
社
发

快读
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冯新柱受贿案一审开庭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

省长冯新柱受贿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1999年至2017年，
被告人冯新柱利用担任陕西八大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铜川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中共铜川市委书记及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投资、矿产开发、资金借贷、工程承揽和职务
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收受上述单位及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7047万余元。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试点有四项目标任务

● 一是实现药价明显降低，减轻患者药费负担
● 二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净化流通环境，改善行业生态
● 三是引导医疗机构规范用药，支持公立医院改革
● 四是探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