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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救急“神药”出局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
军介绍，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优化
结构、有进有出”，增加了疗效确切、价
格合理的药品；调出了临床价值不高、有
更好替代的药品。

向不靠谱的“神药”开刀，是此次目
录调整的亮点之一，打破了过去“只进不
出”的潜规则。

据悉，此次目录调整共调出 150 个品
种。此前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单的 20 个品
种，被全部调出目录——7月1日，国家卫
健委发布了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列入名单的 20 种药品品种中，
小牛血清去蛋白、前列地尔、鼠神经生长
因子、长春西汀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均
在上一版的医保目录中，其他的品种也被
增补进了地方医保目录里。

这些被医保目录“除名”的药品，有
不少是年销售量比较大的品种，可能会对
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但专家评
审意见认为，将此类药品调出目录，有利
于为调入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腾出空间，
也有利于促进行业加快转型升级。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对药物目录的调
整中，科学化、动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去年发布的新版基本药物目录中，一
些耗资巨大又没有明确疗效“神药”、辅
助用药已被摒弃。医保目录的调整，延续

了这一思路。
有专家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医保目录

退出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此前调出的
药品一般为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售
和使用的药品，而此次调整设定了严格的
专家评审程序，对临床价值不高、滥用明
显、有可替代的品种，经专项验证实施调
出，能够让医保基金为百姓带来更大的健
康效益。

满足合理要求 减轻患者压力

既要提高治疗效果，也要降低医疗负
担——在调出部分临床价值低、疗效差的
药品的同时，一些临床紧缺、用药负担过
重的药品则进入到医保药品目录当中。

据悉，为更好地满足临床合理用药需
求，此次目录调整常规准入部分共新增了
148 个品种，其中西药 47 个，中成药 101
个。新增药品覆盖了要优先考虑的国家基
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
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等，其中绝大
部分国家基本药物已通过常规准入或被纳
入拟谈判药品名单。

除了新增之外，一部分医保目录原有的
药物也得到了“升级”——有74个基本药物
由乙类调整为甲类（甲类目录中的药品可全
额报销，乙类目录中的药品需要自付一部分
费用），有效减轻了患者的支付压力。

在支持一批中成药进入医保药品目录
的同时，此次调整还明确对中药饮片采用

准入管理，未来医保目录的调整对象仅限
按国家药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片。对此，
熊先军表示，此举将使中药饮片的报销范
围更加准确、便于管理，也将推动中药饮
片市场的规范化、秩序化，进一步促进中
药产业的转型升级。

公布准入范围 推动医保谈判

2017年和2018年，我国通过谈判的方
式，分别将 36 个和 17 个药品纳入医保目
录，其中不少都是此前价格很高的“救命
药”、抗癌药。经过以价换量的方式，这
些高价药降价进入医保，既保证了患者的
用药，也保证了医保基金的平稳运行。

在此基础上，本次目录调整对谈判准
入的方法做了进一步完善。根据专家评审
和投票遴选结果，初步确定将 128 个药品
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这些药品大都属于
临床价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医保基金影响
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包括 109 个西药和
19个中成药，治疗领域涉及癌症、罕见病
等重大疾病以及丙肝、乙肝、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等。许多产品都是近几年批
准的新药，也包括国内重大创新药品。

下一步，医保部门将同相关企业沟通
谈判意愿，组织药物经济学和医保管理专
家开展评估并进行现场谈判，形成双方认
可的全国统一的支付标准后，按程序纳入
目录范围。

对此，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院长刘远立认为，公布拟谈判药品名单，
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层面对于社保支持民生
优先问题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社会
动员，让相关药企准备好有竞争力的谈判
条件，促使医保采购到质量好、价格可负
担的高值药品。

开启动态调整 取消地方权限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此次调整开启了
国家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的序章，有利于更
快地将新药好药纳入医保。随着抗癌药等
高价药的谈判更加常态化、规范化，也有
利于进一步推动药品结构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整还明确，各
地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
目录内药品，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
的限定支付范围。

此前，各地对于医保药品目录有一定
的调整权限，一些药品若未能进入国家医
保目录，可以通过增补，进入地方医保目
录。不过，这一自主调整权限也造成了地方
保护主义或权力寻租等问题。对此，国家医
保局明确，对于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规定
调增的乙类药品，应在3年内逐步消化。

不过，新版医保目录也给部分药品的
医保支付赋予了一定的地方权限，如民族
药品、中药饮片以及治疗性医院制剂，在
符合新版医保目录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可
以由省级医保部门牵头，经当地的一定程
序纳入该省 （区、市） 基金支付范围。

科学调整“大名单” 广发谈判“邀请函”

医保药品目录：开门纳好开门纳好药药
本报记者 刘 峣

期待之中，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终
于“揭开面纱”。近日，国家医疗保障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正式公布了医保目录常
规准入部分的药品名单。幅度之大，
前所未有。

对于患者、医院、药企等相关各
方来说，目录的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
全身，谁进谁出、报销多少等变化都
有风向标的重要意义，再加上此次医
保药品目录是国家医保局成立后首次
全面调整，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自2000年中国建立医保药品目录
以来，这已是第四次调整。通过医保
基金支出的腾笼换鸟和动态调整机制
的建立，更多好药和救命药有望进入
医保，为民生健康“兜底”。

■1998年
我国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2000年
第一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公布

■2004年
第二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

伤保险药品目录》发布
新增工伤保险部分

■2009年
第三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发布

■2017年
第四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公布
36种谈判药加入医保药品目录

■2018年
国家医保局成立，负责制定城乡

统一的药品医保目录，制定医保目录
准入谈判规则并组织实施

17种谈判药加入医保药品目录

■2019年
第五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公布，
并将于2020年起正式实施

8 月 25 日晚，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
特奥会在天津盛大开幕，这是我国首次与全运
会同城举办残运会暨特奥会。此次比赛共有来
自全国35个代表团的6121名运动员参赛，并首
次在竞技体育比赛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冬季体育
比赛项目和群众性比赛项目。

没有视力，也能瞄准目标奋力射门；没有
臂膀，也能中流击水冲向终点；没有听力，也
能团队协作打出战术配合……赛场上的奋力拼
搏，是残疾人实现自我的响亮表达，更是残疾
人有志气、有能力创造社会价值的有力证明。
体育，不仅是残疾人增强体质、改善机能、陶

冶情操的可靠途径，更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
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残运会、特
奥会的举办，是社会文明进步、残疾人事业进
步的体现，是让残疾人展示自强不息风采、共享
出彩人生的舞台。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残疾人
事业蓬勃发展，广大残疾人以超常毅力和自信
乐观，共创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 7 月 25 日发
表的 《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

益保障 70 年》 白皮书中所写，“尊重和保障
残疾人的人权和人格尊严，使他们能以平等
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
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是国家义不容
辞的责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
然要求。”

我们将一起见证，在这场属于“拼搏”的
盛会中，残疾人运动员们用顽强的意志突破躯
体的束缚，一次次向人类精神的珠峰发起冲
击，给人以力量，催人以奋进，激励每一个人
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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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刘 峣） 日前召开
的国新办例行政策吹风会透露，为进
一步建立健全基本药物、急 （抢） 救
药、短缺药和原料药等常用药保供稳
价长效机制，我国将建立药品短缺监
测预警和应对机制。

近来，因原料垄断、药厂停产等
原因，我国常用药涨价及断供时有发
生。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
70%的常用药价格降低或持平，抗癌
药 等 高 价 药 品 价 格 平 均 降 幅 达 到
18%。30%左右常用药的价格有所上
涨，个别品种涨幅较大。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表示，

从药品涨价的原因来看，一是市场调
节机制作用还不充分；二是上游原料
药垄断涨价；三是有客观的成本因素。

国 家 卫 健 委 副 主 任 曾 益 新 表
示，我国将完善药品短缺监测预警
和应对机制，实施药品停产报告制
度，推动医疗机构设置急 （抢） 救
药等库存警戒线，建立健全短缺药
品常态储备机制。同时将进一步完
善药品采购政策。对国家和省级短
缺药品清单中的品种允许企业合理
定价、直接挂网采购。加大执法力
度，严肃查处原料药垄断、操控市
场等违法违规问题。

中国将建立药品短缺预警和应对机制中国将建立药品短缺预警和应对机制

链 接

工作人员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药品仓库取药工作人员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药品仓库取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黄宗治摄摄

88月月2525日日，，各代表团代表在第各代表团代表在第
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然然摄摄

近日，宁夏第五届全民健身节暨银川市首届市民拔河比赛总决赛在银川
体育馆举行，共有21支队伍273名市民选手参加比赛，尽享拔河欢乐。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尽享拔河欢乐尽享拔河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