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卫药政字(2017J14号

转发关于做好36种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医疗机构、省

医药采购服务中心: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7J15号)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对利拉鲁肤

注射剂等36种药品(以下简称谈判药品〉进行谈判,并确定了医保

支付标准。为做好谈判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现将国家卫计委办公

厅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36种谈判药

品集中采购的通知)) (国卫办药政函(2017)856号)转发给你们,并

就有关事宜提出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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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判药品实行直接挂网采购。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应于

9月15日前,接受36种谈判药品企业申报,审核企业及产品信息

后,以“医保支付标准”作为采购价格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公

开挂网。医疗机构可在平台上直接采购。

二、规范配送行为保障药品供应。自谈判药品挂网之日起,各

医疗卫生机构要与生产企业签订含廉洁购销、承诺执行“两票制”

等内容的采购合同。药品生产企业应根据医疗机构采购需求,尽

快在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上确立相应的配送企业,确保药品及时

配送到位。

三、做好使用监管和医保报销。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谈判

药品和用药行为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对规定需“事前审查后方可

使用”或其他需要严格管理的药品,要建立统一的事前审查规定,

对用量大、费用高的药品要进行监测,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人社部门要落实谈判药品纳入医保目录政策,做好本地区谈判药

品集中采购与医保报销工作衔接。

四、加强药品采购政策宣传和引导。对部分专利和独家生产

药品采取价格谈判采购方式,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药品

价格发现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认同感和获得感的创新举措,对于保

障重特大疾病患者用药,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各地

各单位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努力营造良好医

改氛围,引导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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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做好36种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e国卫办

药政函(2017J856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

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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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咎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卫办药政函C2017.J856号

关于做好36种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人为资源

社会保障厅〈局) ,福建省医保办E

按照《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17年版川的通知川人社部发(,2<U'l]15号〉要求,人为资

源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对利拉鲁肤注射剂等36种药品〈以下简称

谈判药品〉进行谈判啻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为做好谈判药品集

中采购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思想认识

国务院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对部分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

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是贯彻落实在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国办

发(2D15;7号〉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药品

价格发现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认同感和获得感的创新举措。继续

做好谈判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与集中采购的政策衔接,有利于促进

公立医院改革,装护群众健康权益,引导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二、实行集中锺周

各地要按照《关于将aô'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曹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ZOl'lJ54



号〉精神,结合本地采膊实际,及时将谈判药品在省级药品集中采

购平台、上公开挂网。做好与本省〈区、市〉医,保药品臣,录执行的合

衔接.

三、完善相关政策

谈判药品的生产经营企业要确保药品的质量安全和供应保

障。相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国家谈判药品的1采购、配

送飞使用和报销等各项工作,形成政策合力。

四、加强综合监管

不断完善谈判药品综合监管,整合完善国家、省两级药品综合

管理业务平台功能,促进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强化药品质量和供

应保障安全,完善药品短缺信息监测预警和踌部门应对。加强药

品市场价接监管,严查药品胸销领域不正之风,加强对医疗机构采

购和使用药品的监督管理,坚决惩治腐欺行为。

〈信患公开形式z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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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件

人社部发(2017J 54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将36神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乙类植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旗社会保障厅

(局),福建省医保办:

按照《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7年版》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7J 15号〉要

求,我部组织专家对部分药品进行谈判,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

准。现予以公布并通知如下:

一、将利拉鲁肤注射剂等36种药品(以下统称“有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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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纳入《离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年版) ))(以下简称药品目录〉乙类?这留.各省(l判、市〉

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不得将有关药品调出自录,也不得调整限定支

付?在窜。

二、ffl年表“法保支付标准”一栏规定的支付标准包括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和参保人员的分担比例由各统筹地区确定。规定的支付标准有效

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后按照l判l保药品支付标准

有关规定进行调整。有效期内,如有同通用名称药品〈仿制药〉

上市,我部将根据仿制药价格水平调整该药品的应保支付标准并

另行发布;如出现药品市场实际价格明显低于现行支付标准的,

我部可以与企业协商重新制定支付标准并另行发布。

三、各省(区、市)要积极探索多种方式加强有关药品管

理,促进合理滔药。对规定需“事前审查后方可使用”或其他需

要严格管理的药品,要建立统一的事前审查规定:对用量大、费

用高的药品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智能监控系统进行重点

监控,并做好费渴分析;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定点零售药店为参

保人员提供药品,发挥药店在~保药品供应保障方菌的积极作

用。

四、各省(这、市〉要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将有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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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纳入药品目录乙类范围,与药品目录一并执行。同时,要加快

推进本省(区、市)乙类药品调整工作,尽快发布。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医疗保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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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部分

""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药品名称 制型 医保支付标准 备投

XA 消化i篷和1代制方面的药物

XAI0 糠尿病期药

XAIOB 降血糖药物,不会麟岛西E
XAIOßJ 脱离JI赣.糖1丧拷1-':"1(GLP才)炎似物

410R:. (3m1:18mg!叉. f员 限二甲双版毒手口l判判l降摊主号或族~索纱,制效果不俊的
乙 rxol 科技4接触 i:Ut*iJ 阳[~25的然翁,并#自二级.赣以上i玄疗机构专科医

填充泼射笔}
师处方.-XH 血液秘且在J赣赣赣锣密药

XßOl 抗J1赣赣捻形成药

XBOIA 锐血栓形成药

XBOIAC l判判l小板撼’段抑制剂,nf隶除外

乙 TX02 书#格瑞t各 n/!ll常将荆挝 8.45元ωOmg/片) 限:赣赣伎盖章M挂t穿、含量E您窑,支付不怨i:赣12个月6

xaOiAD 酶樊

乙 事L级人F革事也酶嫌 放射J赣lj
1020Ã. (5mg (50刀1赣)/

限急性心肌梗死发;然12'1、时内使用‘TXO:~ 支〉

XB02 抗tjjlln药

XB02B 维生素K和l判骂他止血药

限以下情况乃ï3J支付: 1、凝血的二T-VIII线以的事þ靠IJ i
5780云G(赣郎自飞50KIU) I 物>5BU的先天性血友病患者. 2、获得性血友瑞怨

ζA TX04 豆豆豆挝人秘街i臼:赣VUa注射靠自 者. 3、先天1鱼肉1I锁王症怠者. 4、具有GPllb叩支)
l判怡和/成HLA抗体和1既往城现(:fx'tJ赣J1小扳输液无飨
或不佳的也小扳无}J症患者.

xc 心血管系统

XC01E J(’他心脏痰俯用药
一1xo)" 585元(O.5mg (500的/

限:工生民及以J:.1;赣医疗机构用于规范治疗究生果不俊的急
乙 4搬r 很组人脑利锅11.1.: it如剂

极}
悦失代4尝tì心力袋均短期治疗,单次{主院支付不趋
过3夭。←}呻_.

xco:s 手1)鼠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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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药品名称 削型 眩保支付标准 备注
XC03X 其它利尿药

一
~明显的离容量性和正常容量ttf民铀J赣赣.症(血制浓

乙 TX06 托伐普拉J 口撒?在·稀剂挝
99元(赣5I11g/片〉 I宽(I 2510EQ/L成f民铺血在不明显f旦有症状且限浓
168.a元。Ql判lg!片) 治疗做果不怪) ,包报伴有心)J;夜竭II赣赣锁化以及

锐利'判剌激素分泌算结蜡会征的您者.
XC09 作用于锋1匠,血管紧张;获系统的药物

XC09C 血管紧张素!lt在抗剂的尊"}j药

乙 TX07 阿利沙土且真旨 on民百f弊荆型
7.05元(240自'Ig/片)

3.04元(80吨/片〉
XJ 全身用筑籍弟H~j
XjOI 全身刷抗萄街

X]OIX ;在他扰iflilî
…XJOIX() 眯院最衍生物

106元( 1OOml, 500吨吗ι TXOS a马路怀硝1唤氟化锅 t主•.f削 B钵E商哈利1900判g氯化制/ 限二线周到.
瓶}

Xl02 全身用锐’4简药

XJ02A 全身ilH施,真离京j
XJ02AC 二瞠樊衍生物

2800元(40日Ig/m1 限以下情况方可支付: 1.f页防移植后〈干细胞:赣实
乙 TX09 泊沙底收 口般液体剂 10511111瓶) 体~l雪移植〉及惑性肿编患者有重皮校细胞缺乏的

使线性dlI霉酶J和念球菌感给. 2.伊幽麟’堂或氟箴瞠

难3在1生口唰念珠自自1品3.接合rJf纲类感染.
XL 抗肿痛药&.免疫淌节剖

-XLOl 抗肿箱药

XLOIX 其他抗肿宿街

XlOIXC t填充楼抗体

7600主1: (4401ng (20愧1) / 限以下情况Jiï.if支付: 1. HER2阳性的孔胳籍予术后’ι rXIυ i血浆f年,赣.再生抗 注射剖
瓶} ~衔,支付不起过12个月.2.UER2阳锐的转移怡,轧

~烧. 3.~'伍挝阳性的晚期转移件,胃癌.



←--赣
←-赣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药品名称 J赣赣J型 医保支付标准 备性

乙 TX11 ~1伐草草单抗 放射刑
1998jë (loolllg(4111)I

限晚期转移性格1111暴露草成院期稳鳞非小细胞蜘掰.
持民〉

汇, TX12 尼.~~单统 i:U:t挂M 1700元u oin 1, 50mg/ F良与f年,疗联合治疗我反生长因予受体(EGFR)表达阳

瓶〉 性的Ul/IV翔..咽幽.

2418冗( 1QOmg! 10lltll 限直在发或耐药的滤泡悦巾央组狲巴媲〈国际工作分

乙 TX13 和j虽是妨再自抗 注射剂
跟) 乡建8、C平ìlD~型的路细B趴在擅沓金淋巴榕) , CÐ20阳

8289. 87元 t.UI赣ωIVJIJJ泌炮位非穰资金淋巴癫, C020阳性弥漫

(500mg/501赣赣11脱〉 大8细胞性非在资金淋巴箱;.多支付8个疗程.

XLOIXE 蛋白激鳞抑制那j

乙 TX14 j毡洛~J往 n服?拉特剂型
195元( 150mgl J赣赣)

限EGFR黎回敏感突变的晚期司在小细胞肺燎啕142.97元(lOOmg/片〉

限IJ赣F情况为可支付:1.不能乎术的精细胞籍. 2.
L TXl5 ?在’拉等尼 口服常释削~ 203元(0.2g/片〉 不能手术或远处转移的肝细胞癌. :1‘放射性峨治疗

无级的局部复发或转移枝、分化型lfi状.筋.

乙 TX16 f盘帕楼Jè 口服常释剂!到 70元(250mgl片)
限HER2过表达且就彷.後受过包括惠基f.炎、直E杉醉、

份量是珠单就治疗的晚筑路线转移性统魏筋.

136元{250mgl片〉
限既往主E少接受过2种系统化疗后滋路是政策发的晚

乙 TX17 间串(1楼尼 口旅馆科剖型 185.5元C375mg/片〉

204‘15元(425m.gf片)
期离媲癌线南-食t曾给合郎艘籁患者.

XLOtXW 蛋白酶体仰制剂

F战多发:1金贷随烧、主t发豆豆直接t往往褒细胞狲巴痛怨

6116元{3.5I赣1gl瓶〉
苦苦,并满足以下条件, 1、每2个疗程’曾锺供治疗有

L TXl8 姗铃位来 ä射剂 2344.26元( lØ量gl瓶}
效的ii赣据后方可继续支付; 2, ål三级院院血液专

科威1赣I赣浓专科医院医师处方; 3、与米刻II变脑联合

使用不予支付“

XLOIXX 其他杭JI赣赣赣癌药

乙 1赣19 1重m入血管内tt抑制
法射寄1) 6:30元05mg/支. 'lX 10万

限晚期养小细胞肺癌您!者.
重E U/3mll文}

’”

乙 TX20 在1ii主i中二版 nflf,年常辛辛知j想385元(5mg! )宁〉
限既H:至少接受过’次全身化疗的发发或难治的外

j到T细胞狲巴1菌{问CL)您看.



←-赣
t-..挂挂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樊 编号 药品名称 亮tl型 民保支付标准 备注

XL02 内分泌治疗用药

XL02B 激素拮抗~j&相关部物

乙 TX21 阴比特jt 臼B植常牵牵制型!4c-赣.92J赣(250mg/片〉 限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麟癌.

乙 TX22 氟镶鸡群 注射剂
2400J赣 (5ml: 0.25g/ 限芳香化量’抑制制治疗失败后的晚期、激素受体
交) (ER!PR)阳性况且离烧治疗.

XL03 免疫兴奋剂

XL03A 免疫兴奋剂

XL03A挂 子扰素樊

乙 TX23 .组人干扰素。-lb 注射剂 590jë (O.3f年年g!支〉 限7常规治疗无效的多发性硬化!!者.
XL04 免疫抑制~J
XL04A 免疫抑制狈i
XL04AA 选择性免疫仰制荆

限以下情况方ñT支付: 1.接受好尼倭尼或索拉非尼

治疗失败的晚朋精细胞籍成人想着. 2.不可切除的

乙 TX24 依雄奠向 口服常稀J赣iJ型 148元(5mg!片〉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的、分化良好的〈巾度分化或
87.05元(2.51118!片〉 高度分化)迹艘期麟踉神经内分~箱成人患者. 3.

不需立即孚术治疗的结节性硬化症栩关的肾血管平
滑肌R旨防癌(TSC-AML)成入患翁.

XL04AX 其他免疫抑制制

限曾馁受过至少一种疗法的多发性骨销您的成年息

866元( 10mg!片’) 番,jf满足以下条件: 1、每2个疗程需提供治疗有
乙 TX25 米那渡假 fl股常释剂型

1101.99元(25mg!片} 效的证据后方可继续支付; 2、白三级医院血液专

科或血液专科医院医师处方: 3、与栅偌佼米联合
使用不予支付.

XN 神经系统药物

XN05 精神安定药

XN05A 抗精神病药

XN05AH ‘…氯联樊、去咿残二氮华炎和硫氮杂阜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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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药品名称 剂型 医保支付标准 备注

3‘n元(501赣赣g1片}
乙 TX26 ”童毓斗耳 辙’￥控鳞剂!t!!10.76元ω∞吨/片〉

14.68元(300判判g/片〉

XN06 精神兴奋药

XN06J赣 统拥有n与

XN06AB ~~幸性5-)\主色胶j统j统锁取仰制剂

Z. TX27 ’自罗部门’ 局浴级革￥片
4.59元02.5mg/片〉

7.8元(25mg/片’〉

xs 德觉器官药物

XSOl 眼将用药

XS01L 踉血管病用药

F晨50岁以上湿性年龄相关位货斑变饺您看.并符合

以下条件, 1.德三级综合医院艘科成二级2足以上眼

5550元(赣Ollg/ml 科专科程豆烧医师处方: 2.销踉基线矫正视力。.05-
乙 TX28 直挺敏因曾 自民月1注射浓 0.5: 3‘骂’前审资后J赣ñJ赣弱,初次申请南有血管边O.如1/文〉

影及山T (全身情况不允许的患者可以提供町r血管

成像〉证据; 4.每银.it最多支付9支,每个年度

最多支付4支.

限50岁以上湿性董事龄相关位贫斑变性惠者,并符合

以下条件, 1.穰三级综合医院眼科或二级及以上戴

5700元( 1赣lRg/ml 科专科磁院医师处方: 2.摘自民遭在线矫正视力0.05’

乙 TX29 11珠单ÎÎí 注射剂 。如lí文、 10固自/田l 0.5: 3.事锵审查后方可用,初~~fþt膏篱有血管渔

0.165m1/支(预充式》 量3及时T (全身情况不允许的患者可以提供优T血管

成像〉证据; 4. .每眼累计最多支付93夜,每个年

度.多支付4支.

XV 杂类

XV03 其他治疗药物

XV03A 其他指疗药物

XV03AE 高血i仰和i赣J麟血疲泊疗药

乙 TX30 句维t主姆 nJ赣赣常稀剂型自8.1元( 8001赣赣g/片) 限透析患者高磷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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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药品名称 剂型 医保支付标准 备注

14.65元(500.g/片〉
乙 TX31 碳酸制 咀嚼片 19.98元(750.g/片〉 限透析患者高磷J赣赣.症.

24.91元(1000.8/片〉



中药部分

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 编号 药品名称 支付标准 备技

ZA 内科用药

ZA12 法擦剂

ZAl2日 化焦渴脉荆

L TZOl S良苦E,工钻内航青M竞技tt浓
316JE (511111支.含银资 限二级』是以上医疗机构筋梗死恢复期患者. ~院议住院簸多支付
:二唱高内徽25叫〉 14天.

乙 rZ02 银沓内梅法:射浓
19元(2ml判支,食宿类内 限工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脑使JE恢复期R患者,单沙;住院般多支付
路l伽g) 14夭。

lC 肿组用药

ZCOl 抗肿撞到

乙 TZ03 复11赣黄黛片 10.57毛(0, 27g/}t挂 限被}泊的急性等协辈革细胞臼血倘@

ZC02 肿痛辅助用药

l. 1赣l04 注射阴声毒瓦多精 278元(250m81瓢〉 限…额及以上医疗机构肿燎患者,单次位院最多交付14夭.

l. TlOS 事要---胶囊
6.65元〈含人参皂苦苦Rg3

隙E豆发饺肺癌、E于德化疗期间阔步使用.10割草/位〉

~
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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