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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生了病
就要吃药，这很正常。不过，近年来一些
廉价常用药时常出现短缺、非正常涨价现
象，背后原因往往不太正常。

常用药通常是指那些安全、有效、低价的
药品，单价一般几角钱到几十元，便宜又好
用，多属于国家基本药物范畴。最近有媒体报
道，多种常用药价格涨得太任性，如治疗冠
心病、心绞痛的常备“救命药”硝酸甘油，近
段时间以来涨价超过10倍，且很多地方出现
断货，已经让很多患者深感“吃不消”。

常 用 药 为 何 突 然 变 贵 又 “ 不 常 见 ”
了？原因很多。从客观因素看，这和原料
供应的季节变化有关。很多药是从动植物
中提取的。动植物有特定生长周期，会受
自然环境影响而在数量上出现季节性变

化。因此这期间药品产量也会出现波动。
从主观因素看，这和药企利益有关。

廉价常用药给药厂带来的利润往往不高，
且容易受上游企业原料价格变化影响。如
果药厂算账下来，生产廉价常用药不赚反
赔，那就很难保证常用药的正常供应。更
复杂的是，由于医药行业存在一定特殊
性，相关产业链市场竞争并不充分。比
如，当原料生产供应掌握在少数企业手

中，相关企业就可能形成垄断，主导原料
价格，导致药品随之涨价。比如，当药品
流通过程中出现垄断、“包销”，也可能导
致涨价。相关调查显示，近段时间以来多
种药价非正常涨价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
不法商人串通垄断药品原料，哄抬药价牟
取暴利，且已呈现组织化、常态化。

常用药特别是临床急需的常用急救
药、抢救药，是患者的“救命药”，一旦供

应保障不上将会威胁群众的生命健康，决
不应拿患者的生命做交易，对于当前一些
常用药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应该坚决遏制。

保障基本药物、急 （抢） 救等药品供
应是第一位的。相关部门应完善监测预警
机制，对临床必需、易短缺、替代性差等
药品，采取强化储备、统一采购或定点生
产等方式保供，防止急需、常用药品不合
理涨价。同时，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加强中标药品质量监管和供应保障，实现合
理降价。还应综合采取国家储备、定点生产、
配送补贴、税收减免、专项资金、建设基地等
综合举措，增强相关应急协调能力。

完善医药行业市场监管制度的体制机
制，形成成熟的反垄断机制也很重要。一
方面，要创造条件，鼓励竞争。比如逐步
扩大药企采购自主权等。另一方面，提高
药企生产积极性。宁夏、安徽等地最近对
常用低价药品实行挂网采购，符合要求的
药品可由医疗机构与药企自己商量议价，
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总之，常用药应该常见才正常。让患
者吃得起药、吃得上药，关系到人们的切
身利益。期待有更多更管用的办法出台，
给任性涨价的常用药划出红线。

越来越贵的药

自 2018年以来，许多家庭常备药品以及一些常见低
价药都出现了涨价。比如某品牌的感冒灵，在北京过去
购买只需要不到 10 元，而现在价格已经稳定在 18 元左
右，北京的部分地区甚至都超过了20元。

还有小儿感冒颗粒、川贝枇杷糖浆、六味地黄丸等许多
药品都在涨价，夏天防暑必备的藿香正气液也是如此。太极
藿香正气液过去的价格是在15元左右，而2018年一度涨到
23元左右，而现在在药店的价格已经上涨到28元左右。

2018年 11月，太极集团对外发布 《关于藿香正气口
服液调价的公告》，宣布自11月1日起，公司对藿香正气
口服液的出厂价平均上调11%。同时，将对藿香正气口服
液的终端零售价进行调整。

提价的不只是太极集团，经常出现在电视广告中的
东阿阿胶也在不断地涨价中。从 2015年开始，东阿阿胶
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2018年12月21日，东阿阿胶对外
发布公告称，自当天起，公司的重点产品东阿阿胶出厂
价上调6%。至此，东阿阿胶在市场上的零售价已经逼近
了6000元/公斤。

拥有众多产品的甘肃兰州佛慈制药也在 2018年对外
发布公告，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情况，决定自
2018年3月1日起，对浓缩丸、大蜜丸、水丸、口服液、胶剂、
颗粒剂、片剂等多种剂型的100多个产品进行全线提价。

从政府发布的药品采购公告中也可以看出药品涨价
的端倪。2018年8月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的“上海市
2018 年第二批常用低价药品挂网采购未公布药品情况说
明”中，兰州佛慈制药有 6 个产品：板蓝根颗粒、保和
丸、健脾丸、龙胆泻肝丸、香砂养胃丸、天王补心丸未
能进行挂网采购，而原因是一致的：涨幅过大。

除此之外，像山西汾河制药、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
厂等 30余个常用药也都被认为涨幅过大，这其中不乏一
些耳熟能详的药品：六味地黄丸、盐酸二甲双胍片、复
合维生素B片等。

安徽省芜湖市药品医用耗材管理中心在 2018年底的
一则药品调价公告中显示，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气
雾剂也面临调价。云南白药胶囊从 32 元/盒调整为 39.8
元/盒，云南白药气雾剂从27.3元/盒调整为41.6元/盒。

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不仅是药品变得越来越
贵，很多药品还产生了断供的现象。作为心脏急救的硝
酸甘油，过去 100片只需要 4元，而现在需要 60元左右，
并且还买不上。在很多药店，硝酸甘油已经出现了断供
的现象。为了买一瓶，一些患者可能需要跑好几家药店。

药品越来越贵，这句话在采访中成为被采访者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但也有人认为，涨价是一种正常的现
象。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药店采访时，该店销售员就
表示，整体的物价都在上涨，并不只是药品。“拿药店
说吧，雇人成本在上涨，房租水电都在上涨，药店要生
存，那药品价格就会上涨，这是很正常的。”销售员说。

成本上升推动价格上涨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常备药价格上涨如此之快？
成本上升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多家制药企业

在其产品调价公告中提到频次最多的原因。这其中包含
了多种成本。

原料药价格上涨就是其中之一。在涨价的药品中很
多为中成药，其原料主要来源于中药材。“中药是农产
品，是靠天吃饭的，那如果出现中药材歉收，那就可能
导致使用该药材的药品出现涨价。”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比如在太极藿香正气液的调价公告中就指出，其原
料苍术不断涨价，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所以价格相
应上涨。

但是，总体而言，据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在 2018
年，中药材的价格其实是在不断地下跌，有的药品跌幅
超过三成。

但对于化药制剂来说，原料药的生产垄断会对其药
品价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据了解，在中国一家原料药
企业最多对应169家制剂企业。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副局长
李青曾介绍，中国 1500种化学原料药中，50种原料药仅
一家企业取得审批资格可以生产，44种原料药仅两家企
业可以生产，40种原料药仅3家可以生产。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一旦原料药生产厂家提高供应

价格，那相应的制剂企业就需要提高价格来应对原料涨
价。这其中也可能因为原料药价格上涨过快而导致制剂
企业停止生产，从而市场出现药品断供。

新版的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要求药企在
2015 年底之前就完成认证，这对药企提出了更高更严格
的标准。一些过去能够生产药品的企业因为新的GMP实
施，就会失去生产药品的资格。而满足条件的企业在厂
房、车间等各个方面也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和改造。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药品的生产和经营要分别符合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和GSP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 的要求，都要满足一定硬件、软件和人员的条件，
因此药品生产和经营条件的提高也会带来成本上升，导
致药品价格上升。

环保要求的提高也是影响药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生
活在药厂周边的居民应该深有体会，气味难闻、污水排
放等都是药企的固有印象。随着国家对环保的日益重
视，药企需要不断升级设备，减少污染排放。

而一些无力负担设备改造的药企，则面临着关停并
转的局面。对此，朱恒鹏表示，生产企业在减少，生产
的条件和成本在上升，那就导致市场竞争减少，价格也
就自然而然地提起来。

北京某药企负责人也表示，受到环保以及工艺改造
等因素影响，一些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关停外迁现象较为
频繁。这使得国内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兼并重组日益频
繁，个别企业因此取得了对某些原料药生产的垄断地
位，并借机提价。

多种手段综合治理

某些药品涨价过快，出现断供，事实上已经对公众
日常用药产生了影响。那对药价的治理就势在必行，但
应该如何治理呢？

“市场”是史录文在接受采访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药品本身就是商品，它的价格就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史录文表示，药品在市场上缺少了，那带来的就是价格
的上涨。药企在制售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追求利润最大
化，这是市场行为。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虽然某些厂家的药品出现涨
价，但是这些药品的替代产品却没有出现过快涨价，这
也为使用该种药品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因此，市场的事情就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史录文建
议，政府应该及时和市场进行沟通，在监测到某些药品
出现价格波动时，要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市场，相关药企
自然会做出反应。同时政府应该做好服务，在审批、流
通上尽可能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让企业能够对市场变
化做出最快反应。

2018年11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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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的

“4+7”带量采购试点也如期开展，逐步推行到更多的城市和
省份，国家在稳定药价，推进医疗改革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今年4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保障基本药物、
急（抢）救等药品供应。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对临床必需、易
短缺、替代性差等药品，采取强化储备、统一采购或定点生
产等方式保供，防止急需、常用药品不合理涨价。

伴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医保在个人就医上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80%甚至更多
的医疗费用都是在公立医院产生，而医疗费用中药品又
占了很大比例。为此，史录文建议，要发挥医保在控制
药品费用上的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史录文表示，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建
立健全医保总额预付机制，对临床用药的管理以及医保
支付标准体系建设等。“这些手段一定要综合运用，共同
管理，这样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史录文说。

“互联网+医疗健康”为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2018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探索医疗
机构处方与药品零售信息共享。对于这一点，朱恒鹏希
望这项政策能够尽快落地，“同时还可以把电子处方的支
付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处方共享之后，一些互联网企业
将会在药品零售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来降低药价”。

史录文希望，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医疗费用
上，而不是只关注药价。医疗费用包括诊疗、检查以及药
品等一系列费用。“如果出现在某种疾病上医疗费用过快
增长，那就需要警惕，需要采取手段干预。这样才能够为患
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常 用 药 涨 价 别 太 任 性
彭训文

常 用 药 涨 价 别 太 任 性
彭训文

药 价 怎 么 了
本报记者 张一琪

“贵！”这是感冒了几天的小程对药价最为直观的感受。
“一盒药就要好几十元，一般要开好几盒，同时还要开很多
种，这次感冒光买药就花掉将近1000元。”小程说。现在小程
还没有好利索，后续可能还要继续买药。

感受到药价贵的并不只有小程，在记者采访中，很多人都
感受到了药价上涨的疯狂。小杨前几天肠胃不舒服，就去药店

买了两盒肠炎宁，结果花了近100元。他说：“我是真没想到现在
药这么贵，两盒就将近100元。”

头疼脑热、感冒中暑、胃疼腹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
到的一些小病，去药店买药必不可少。从2018年以来，许多常
备药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少则涨了几倍，多则涨了十几
倍，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病不起”。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图为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工业园区天士力帝益药业，智能无菌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通过智能化设备控制
产品生产。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6 月 7 日，广
西靖西市传统端
午药市在靖西市
城区举行，当地
群众及靖西周边
县市的药农纷纷
将自采自种的草
药 拿 到 药 市 出
售，药材交易尤
为活跃。图为群
众在选购药材。

赵京武摄
（人民视觉）

近 年 来 ， 陕 西
省西安市积极推进
医联体建设，全市
已建成涵盖 80 所二
级医疗机构和140所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
联体 46 个，形成了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
疗就医模式。图为5
月 21 日，医护人员
在陕西省西安市国
际港务区新筑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患
者取药。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