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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问答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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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报医改特刊

啥是医药分开？和我有关系么？

步推动合理用药。政府要求各级医院充分发挥药师在

答 ：医药分开就是把医院的利益与药品销售彻底

合理用药管理中的作用，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加强药

分开。参加改革的医疗机构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不含

品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并

中药饮片），所有药品零差价销售，一步到位，“平进

且把审核和点评纳入绩效管

平出”。经测算，医改后药品将总体降价 20% 左右， 理，用药不合理的要采用公
包括取消的 15% 的药品加成，以及同时实施的药品阳

示、诫勉谈话等多种惩罚措

光采购降低的采购差额，具体到每种药品降价幅度不

施 ；市属医院全部设置临床

答 ：改革的要求是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 ；核

一。医药分开后，医院卖药不挣钱了，主要靠服务收

药师及用药咨询中心，指导

心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

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来维持运行了，这不仅让患者

安全用药与合理用药。

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 ；目的是提高医疗服

拿药上直接少花钱了，而且有效遏制了过度用药现象，

第一条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思路目的是啥？

务质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 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负担。
比如 ：某老年患者、男、70 岁，患有脑血管病
第二条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主要改啥？

答 ：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医药分开，可用“三取

医事服务费是挂号费么？

答 ：医事服务费不是挂号费，是在取消药品加成、

（慢性病），高脂血症，需要长期服用阿托伐他汀钙片、 挂号费、诊疗费基础上新设立的，之所以叫“医事服
氯吡格雷、丁苯酞软胶囊。每次处方都是一个月的用

消一增设”概括。即：取消药品加成（不含中药饮片）、 量，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要开 5 盒，每盒价格
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新设医事服务费

第八条

务费”，就是为了突出医务人员对您整个医疗过程提供
的技术劳务价值。

由 70.72 元降到 55.5 元 ；丁苯酞软胶囊 ( 恩必普 ) 要开

目的是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推动分级诊疗。 8 盒，每盒价格由 247.02 元降到 185.62 元，氯吡格雷（波

第九条

二是规范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实施有升有降的调整。 立维）要开 5 盒，每盒价格由 132.67 元降到 108.29 元，

答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文（京人社医﹝ 2017 ﹞

医事服务费和报销标准都是多少？

这 次 调 整 了 435 项， 有 升 有 降， 总 体 平 衡。 降 的 是

改革前一个月费用为 2993.11 元，改革后是 2303.91 元， 66 号）通知要求，医事服务费纳入本市城镇职工基本

CT、核磁等大型检查设备项目价格，升的是中医、护

一个月可节省药费 689.2 元，降幅为 23%。

理、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

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具体标
准如下 ：

目的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第四条

三是实施药品阳光采购。纳入阳光采购的药品在政府

答 ：所有在京公立医疗机构都参加，政府购买服

搭建的网上平台采购，大多数常用药品价格动态联动

务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的社会

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低价，做到同品种同厂家的

办医疗机构，可自愿申请参加。目前确认参与改革的

药品在保证质量不变的同时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此次

医疗机构已达 3684 家。

哪些医院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北京市医事服务费收费和报销标准

单位 ：元

阳光采购中，市属医院 76% 的药品与之前没有变化，
保证对患者治疗的连续性。同时采购品种、价格、数量、
变化等都在阳光下运行。

第十条

为什么不同级别的医院医事服务费标准

不同，医保患者自付的金额也不同？
第五条

啥时候开始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答：2017年4月8日正式实施。

答 ：此次医事服务费标准、医保报销标准采取的
是“差异性”政策，为的是鼓励常见病、慢病患者看
病到一、二级医院，进而推进分级诊疗。

第六条

我最关心的就是，这次医改后看病到底

是比以前贵了，还是便宜了？
答 ：这次医改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按照“患
者负担总体不增加”的原则，医护人员劳务项目价格
上涨，大型检查及药品费用下降，患者总体费用水平

第十一条

改革前，患者预约了专家号但没缴费，

改革后到医院就诊时医事服务费的自付部分较高，患
者可以换普通号么？
答 ：改革后，副主任医师以上号源医事服务费需

基本保持平衡。就个体而言，每位患者在就诊疾病、 患者自付费用的增长较大，这是为了实施分级诊疗，
治疗方案、治疗周期等方面存在个性化差异，患者每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引导患者科学利用医疗资源。

次就医的花费会有不同变化。

患者到医院就诊时，建议结合自身病情，确实需要看
专家号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自付费用 ；如不需要看专

第七条

开多少药和医院利益没关系了，那患者

的用药安全怎么保障？
答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后，从根本上会进一

家号的，可转为普通号就诊。建议患者就医从普通号
看起，根据病情通过诊间预约的方式预约专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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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哪些人可以享受北京市人社局给予的

医事服务费的报销？

第二十条

哪些价格降了？哪些价格升了？

答：降低了 CT、核磁、

答 ：简单说就是本市医保患者。具体说就是 ：参

星期六

价药品的第一要素，对存在发生严重药害事件造成严
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企业，在北京地区屡次发布严重违

PET 等大型设备检查项目

规广告的企业和查实存在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

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价格。提高了床位、护理、

以及生产环节抽验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品种，北京市

险的人，都可享受北京市人社局给予的医事服务费的

针灸推拿、手术等体现医

阳光采购平台实行一票否决，直接纳入不良记录。另外，

报销。其中，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 2016 年整

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项目

采购平台上对医疗机构公布包含 11 个大项的药品质量

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价格。

评价结果，帮助医院遴选质量可靠、疗效确切的药品

险（简称城镇居民医保）

持续稳定供应。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

第二十一条

435 项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报销么？

称 新 农 合 ） 两 项 制 度，

答 ：大部分报销，少部分根据国家规定不报销。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其中新增的 55 项专项护理和新生儿诊疗项目、调整后

本医疗保险（简称城乡

的 96 项中医类项目，全部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我还是不清楚改革后看病的一些具

体问题，打什么电话？
答：您可拨打以下热线服务电话：医事服务费问题、
医疗行为规范问题，可拨打 12320 卫生服务热线 ；医

居民医保）制度。
第二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二十八条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医事服务费

的报销标准是怎样的？
答 ：公费医疗待遇人员，医事服务费报销标准参
照医保患者的报销标准。

我想知道自己做的诊疗项目是否在

医保报销范围内，具体能报销多少？

保报销问题，可拨打 12333 医疗保险服务热线 ；综合
问题可通过 12345 市民热线反

答 ：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映 ；京医通挂号缴费问题，拨

站（www.bjrbj.gov.cn）
，在“查询服务”栏中查询到

打 96102 和 400-066-9699 京

诊疗项目文件，下载之后可在里面查到您的诊疗项目

医通服务热线。

是否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以及具体报销比例。
第十四条

外地医保患者医事服务费能报销吗？

答 ：各地医保报销政策有一定差异，建议患者咨

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三条

北京市属医院的药品阳光采购是怎

么回事？

询本人所在地区医保部门。

我发现医疗服务价格违规怎么办？

答 ：您发现价格违规行为时要注意保留好证据材
料，可通过 12358 价格举报电话、网络等形式举报。

答 ：药品阳光采购是指纳入阳光采购范围内的药
第十五条

北京市医保患者报销医事服务费的程

序是什么？

品，全部在北京市医药阳
光采购管理平台（简称采

答 ：北京市医保患者，持医保卡在医院窗口和京

购平台）上公示采购品种、

医通自助机挂号，仅需支付医事服务费个人负担部分； 采购数量、成交价格及产
114 预约时，不缴费，持医保卡取号时支付医事服务

品订购等环节，全程公开

费个人负担部分 ；京医通微信预约的，先全额支付医

透明 , 交易过程公平规范，

事服务费，患者持

实现采购行为阳光透明。

第三十条

我想更多了解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的政

策信息，到哪里去查？
答 ：可浏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北京市医院管理
局等官方网站；可关注“健康北京”、
“京城健康守护者”、
“京医通”、“京城药师”等官方微信公众号 ；可看主流
媒体有关报道以及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官方网站。
第三十一条

医保卡到医院窗口
第二十四条

或 自 助 机 取 号 后，

实施药品阳光采购，是否全部药品

都降价？

医保负担部分退还

我在医院门诊现场遇到问题可以找

谁帮助解答？
答 ：门诊大厅会有一些

患者。提醒您到医

答 ：实行药品阳光采购后，常用药品价格动态联

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会设一

院就诊携带个人医

动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低价，大多数药品将会降

些咨询台。日常您可到“门

保卡。

价。但是，由于部分短缺药品和低价药品市场供应不足， 诊服务中心”、“用药咨询中
价格会上涨。总体上，患者购买药品的整体负担会下降。 心”咨询。

第十六条

医事服务费报销受起付线限制么？

答 ：门 / 急诊医事服务费报销不受起付线的限制。
住院医事服务费受起付线的限制。住院医事服务费累
计计算住院医疗待遇后，超过起付线的部分按比例报
销。
第十七条

医事服务费计入个人医保金额吗？

答 ：门急诊医事服务费暂不累计计算在个人的门

第二十五条

取消药品加成（15%）后，患者买

的药品都能降价 15% 吗？

第三十二条

我是低保人员，看不起病怎么办？

答 ：这次医改，民政部门对社会救助对象医疗救

答 ：取消药品加成，不是所有药品的销售价格都

助也做了调整。社会救助对象主要包括本市特困供养

下降 15%。“医药分开”之前，是在药品进价基础上

人员、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生活困难补助人员、享受

增加 15% 的加成后卖给患者，当然很多药没有加到

城乡低收入救助人员。为配合本次医改，民政部门做

15%，比如最小单剂量包装（口服药为一盒、注射药

了以下调整 ：一是将门诊救助比例从 70% 调整到 80%，

为一支）的单价 500 元以上药品，加成统一为 75 元。 全年救助封顶线从 4000 元调整到 6000 元（参加城镇

急诊医疗保险金额。住院医事服务费累计计算在个人

不足 500 元的药品加成为 15%，医院整体药品的加成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除外）。二是将住院救助比例

的住院医疗保险金额中。

大约 13% 左右。

从 70% 调整到 80%，全年救助封顶线从 4 万调整到 6 万。
住院押金减免比例和额度参照住院救助标准执行。三

第十八条

这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是

什么？

阳光采购通过哪些措施来降低药品

价格的？老百姓能否从中感受到药价降低的实惠？

答 ：总体思路是 ：

总量控制

第二十六条

结构优化

有升有降

逐步到位

受原工资 40% 救济的 60 年代初减退职老职工的门诊

充足的常用药品，动态联动全国省级采购最低价和全

救助和住院救助比例从 70% 调整到 80% ；重大疾病救

市公立医疗机构采购价格，引导我市同类药品价格始

助比例从 75% 调整到 85%。

终处于全国较低水
式执行后，将实时

这次价格改革有哪些医疗项目？

答 ：这次价格改革坚持突出重点，调整了 5 类
435 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包括 ：综合医疗服务类（床

推拿等）96 项，占 22.1% ；临床手术治疗类 26 项和临
床物理治疗类（放疗等）3 项，占 6.7%。

第三十三条

我接受社会救助后，基本生活仍然

出现困难怎么办？

关注全国其他省级

答 ：医疗救助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超出家庭

药品集中采购的结

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可向户籍所在

果，按流程动态调

地乡镇（街道）申请临时救助。对于政府救助之后或

整药品的最低参考价格。

不符合社会救助政策但确因患病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

位、护理等）125 项，占 28.7% ；影像学诊断类（CT、
核磁等）185 项，占 42.5% ；中医医疗服务类（针灸、

封顶线从 8 万调整到 12 万。四是将民政部门管理的享

答 ：为进一步降低药品虚高价格，针对市场供应

平。在采购结果正

第十九条

是将重大疾病救助比例从 75% 调整到 85%，全年救助

难的，可以由乡镇（街道）协助向慈善组织申请慈善
第二十七条

通过阳光采购降低药品价格后，能

保证药品质量不下降吗？
答 ：在阳光采购过程中，医院将药品质量作为评

救助。

改善医疗资源配给

肯定医务人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