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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10余个临床领域
更多救命药进入医保

在新版医保目录中，通过谈判准入拿到医
保“通行证”的70个新药备受关注。更多新药、好
药进入医保，为满足患者治疗需求提供了可能。

从创新领域来看，此次谈判成功的药品
绝大多数都是近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床
价值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
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 10
余个领域。从重点领域看，5 个基本药物全部
谈判成功，22个抗癌药、7个罕见病用药、14个
慢性病（含糖尿病、乙肝、风湿性关节炎等）用
药、4个儿童用药均谈判成功。

在此次医保谈判中，最受关注的药品莫

过于 PD-1 抑制剂——由信达制药生产的
PD-1 类肿瘤免疫治疗药达伯舒 （信迪利单
抗） 顺利进入医保。

我国每年新增肿瘤病人近400万，PD-1
抑制剂市场巨大。作为癌症治疗的新型方
法，PD-1 可以“封锁”癌细胞发出的“虚
假信号”，帮助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癌症。近年
来，我国多家医药企业的 PD-1 类药品获
批，显示了国产创新药的自强成果。

据了解，在今年 8 月启动的医保药品准
入谈判中，共确定了 119 个新增拟谈判药
品。谈判成功的 70个药品中，有 8个是近年
来上市的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这释放出支持
药品创新的明确信号。

对此，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熊先军表示，鼓励药品创新的根本目的

在于让更多救命药进医保，提升我国在重大
疾病、重要领域的药品保障能力。

此外，此次谈判还将 7 个罕见病用药纳
入医保，其中有4款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物。

作为一种并不罕见的罕见病，肺动脉高
压诊断难、治疗难、具有致命性，被称为

“心肺血管系统的癌症”。有专家预计，我国
肺动脉高压患者约有500万—800万人，但经
过治疗的患者只有一两万人。更多治疗肺动
脉高压的一线药物进入医保后，将为罕见病
患者的治疗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灵魂砍价”的市场力量
多款药品价格全球最低

谈判结果公布后，一则被称为“灵魂砍

价”的视频记录让人们看到了医保准入谈判
的“唇枪舌剑”——

由跨国药企阿斯利康生产的安达唐 （达
格列净片），是治疗2型糖尿病的“标杆”药
品。此前，这一药品的市场价格为每片15.96
元。经过谈判组和企业代表的两轮“试探”，
企业代表最终报出 4.40元的全球最低价。然
而，谈判组专家又以“4 太多不好听”的理
由，再砍下了4分钱。

一点一点谈、一分一分砍，70种药品价
格平均降幅达到 60.7%就是这样谈成的。“国
家谈判”的力量、巨大市场的潜能，这是医
保准入谈判的底气所在，也是众多药企“以
价换量”的信心来源。

在“国家谈判”的推动下，全球“药
王”修美乐 （阿达木单抗） 以降价 83%的方
式进入了医保。自2012年上市以来，这一免
疫治疗药物连续 7 年名列全球畅销榜榜首。
但由于价格过高，该药此前在中国市场的渗
透率较低，患者使用的治疗费用每年高达20
万元。经过谈判后，药价从此前的每支 7600
元降到了1290元。

价格同样大幅“跳水”的还有丙肝新药。谈
判成功的 3种丙肝治疗用药，降幅平均在 85%
以上。而丙肝治疗药物大幅降价的秘诀，在于
此次医保准入谈判的新模式——竞争性谈判。
据介绍，竞争性谈判不设最低价，企业在报价
时按照一个疗程进行打包报价，谈判组选价格
最低的几个药品进入医保目录。这一类似于竞
标的谈判方式，有利于引导企业大幅降价。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首次尝试引入价格
保密的做法，对部分药品的成交价格，承诺官
方不对社会公开。经过谈判，多个全球知名的

“贵族药”开出了“平民价”，进口药品基本给出
了全球最低价。熊先军说，保守估计，通过谈判
降价和医保报销，总体上患者个人负担将降至
原来的20%以下，个别药品降至5%以下。

降价“组合拳”频出
用上新药好药低价药

近年来围绕药价，国家各部门推出了政
策“组合拳”，除了医保准入谈判外，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将用量大
的药品纳入重点监控等举措，其着眼点都是
挤出药价水分、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

今年9月，国家组织20余个省份和地区形
成联盟，开展跨区域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4+7”采购正式扩围。与扩围地区2018年最低采
购价相比，拟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9%，为降
低“虚高”药价、减轻群众负担发挥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发布 《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若干政策措施》 指出，在做好药品集中
采购工作的基础上，探索逐步将高值医用耗
材纳入国家组织或地方集中采购范围。

与此同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也提升了药品质量和采购门槛。在此前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
副局长陈金甫表示，原来我国仿制药质量与
原研药相比有一定差距，通过建立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制度，我国药品质量水
平得以提升，患者用药有了质量保证。

从 12 月开始，《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
法》等多部医疗相关法律法规开始实施，表明
中国政府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守住药品和疫苗安
全底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决心。

与此同时，鼓励新药创制也成为法律导
向。《药品管理法》明确，重点支持以临床价值
为导向、对人体疾病具有明确疗效的药物创
新，鼓励具有新的治疗机理，治疗严重危及生
命的疾病、罕见病的新药和儿童用药的研制。

过去一周，几位因心源性猝死而离世
的逝者备受关注。这其中，既有值得尊敬
的媒体同行，也有为大众所熟知的演艺界
明星。心跳骤停的“不可承受之重”，生命
倏忽而逝的痛楚，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外
表看上去健康，却出乎意料地发病；前几
分钟还一切正常，却毫无征兆地倒地——
猝死的不可预知和突发性，更是让人难以
从情感上接受。

事实上，猝死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在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人发生心
脏性猝死，每年死于心跳骤停的总人数达
54.4万人。这其中，有九成的病例发生在医
院之外，这意味着传统的医疗手段难以在
第一时间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急救。

有研究报告显示，心跳骤停时，如果
能够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和 AED （自动体外
除颤器） 除颤，病人有近1/4的可能性从死
亡线上挽救回来。如果能够在一分钟内接
受除颤，被救活的概率超过90%。虽然心跳
骤停的抢救成功率总体上并不高，但只要
有一线生的希望，就该全力以赴。

“如果有AED”——多起令人扼腕的案
例，让被称为“救命神器”的 AED 得到了
更多的关注。很多人发现，身边的 AED 设
备还远远不够。在北京，有校友为清华大
学捐赠了 341 台 AED 设备，但在北京地
铁，AED 的数量仍然为零。在一些发达国
家，AED 设备的覆盖密度可达到每 10万人
拥有 300 台。但目前在我国，即便是 AED
普及率较高的深圳，其目标也是在未来几
年内达到每10万人配备100台。

AED 其名不扬，很重要的原因是急救

理念的落后。AED 不仅是一个急救设备，
也是一种新的急救观念。其落地和推广，
有赖于急救知识的普及，离不开社会急救
意识的提升。相较于心肺复苏，公众对于
AED 并不熟悉；相较于科学的急救方式，
仍 有 不 少 民 众 相 信 大 力 咳 嗽 等 “ 土 办
法”——更新急救观念，无论是对于关键
时刻的抢救，还是对于日常的慢病管理，
都有长远的积极作用。

AED 身影难觅，也在于相关机制的缺
乏。交通枢纽、景区等公共场所以及马拉
松等大型赛事活动，AED 的配备应当有强
制标准。对于社会捐赠等行为，相关部门
也应当打通渠道，引导社会力量将 AED 安

置到更需要的地方，将设备的维修维护、
培训组织等纳入统一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中，“急救”出现在多
项行动计划之中：在“实施健康知识普及
行动”，提出面向家庭和个人普及紧急救援
等维护健康的知识与技能；在“实施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行动”中，提出引导居民学
习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能。与
此同时，许多城市已将 AED 的普及列入工
作目标，“AED救人”的新闻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让急救成为常
识，让“神器”成为必备，势在必行。

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结果公布

“贵族药”开出“平民价”
本报记者 刘 峣

70个新药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价格平均
下降60.7%……建立医保制度以来，中国规模最
大的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在近日交
出了高分成绩单。

11月28日，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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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
此前价格高企的新药、好药，降到了“平民价”。

历次医保准入药品谈判情况

▼在第二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区，参观者走过一家国外药企展台。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在第二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区，参观者走过一家国外药企展台。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急救普及，别再以生命为代价
刘 峣

急救普及，别再以生命为代价
刘 峣

位于浙江杭州一家购物中心内的AED设备。
连国庆摄 （人民视觉）

位于浙江杭州一家购物中心内的位于浙江杭州一家购物中心内的AEDAED设备设备。。
连国庆连国庆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福建省南安市禁毒办走进中小学校，宣传防艾
禁毒知识，普及防艾禁毒法规。

图为南安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在南安市实验中学毒品预防教育展览馆内，为学
生们讲解毒品的危害及预防艾滋病知识。 李 想摄

我国报告艾滋病存活感染者95.8万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疾控局了解到，2019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
作取得新进展，目前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
本阻断，经静脉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得到
有效控制，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示，目前防治
工作取得显著进展。通过进一步加强检
测和创新治疗策略，最大限度发现和治
疗艾滋病感染者。2019 年 1 月至 10 月，
全国共检测2.3亿人次，新报告发现感染
者 13.1 万例，新增加抗病毒治疗 12.7 万
例，全国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
病毒治疗比例为 86.6%，治疗成功率为

93.5%。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
活感染者 95.8 万，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
流行水平。

此外，国家卫健委聚焦性传播和消
除母婴传播等重点环节、聚焦“三区三
州”等艾滋病疫情严重和深度贫困地区
等重点地区、聚焦重点人群如青年人和
青年学生，都分别做出了工作安排。

下一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示将以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强化
各级政府和部门职责，动员全社会参与，
创新防治策略，全面实施《遏制艾滋病传
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

● 2017年 36种药品经谈判纳入医保，这些药品多为高价刚需药，

多个肿瘤靶向药位列其中，药价平均降幅达44%，最高的达到70%。

● 2018年 17种抗癌药品谈判成功，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

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
市场价格。

● 2019年 70个新药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价格平均下降60.7%，

绝大多数都是近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