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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种药品纳入北京医保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调
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接国家新版药品目录和国家谈判药品，北京市
医保药品目录新增297种药品。
此次调整对接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对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进行

北京市11种
门诊特殊疾病

了有进有出的调整，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进行了规范。新政策将于2020年
1月1日起正式实施，适用于北京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

1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3 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2 肾透析

5
再生障碍性贫血

4 血友病

6 肝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10
8 心脏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多发性硬化

7
肝肾联合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9
肺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70种谈判成功药品全部纳入

本次调整将国家增加的227种常规准
入品种全部纳入市医保药品目录，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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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用药等药品；并
将国家谈判成功的70种药品全部纳入本市
医保药品目录乙类管理，主要涉及癌症、罕
见病、肝炎等治疗领域；将国家删除的药品
全部调出本市医保药品目录，主要是被国
家药监部门撤销文号的药品及临床价值不
高、滥用明显、有更好替代的药品；对属于国
家卫生部门重点监控使用的“神经节苷脂
注射剂”等13种药品也全部调出本市医保
药品目录。
通过有进有出的调整，特别是调出临
床价值不高、滥用明显的药品，为新增加药
品“腾笼换鸟”，使本市医保药品目录品种
进一步优化。
自2001年起，本市针对需要长期门诊
治疗、费用较高的大病患者建立了“门诊特
殊疾病”制度，其门诊治疗发生的相关医药
费用，按照住院报销比例和报销标准报销，
且360天内只收取一个起付线。目前，本市
门诊特殊疾病已达到11种。

门诊特殊疾病报销。同时，将门诊特殊疾病
“黄斑变性眼内注射治疗”调整为“眼底病变
眼内注射治疗”，并将“阿柏西普眼内注射溶
液”等2种药品纳入“眼底病变眼内注射治
疗”门诊特殊疾病报销。
相关药品纳入门诊特殊疾病报销后，
大病患者药品费用负担大幅减轻。如治疗
肿瘤的“信迪利单抗注射液”，国家实施药
品谈判前，患者年均药费约24万元，通过国
家谈判大幅降价后，患者年均药费约为9.7
万元，纳入门诊特殊疾病报销后，退休职工
该药年均负担将进一步降低到约1.5万元。
同时，为对接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本市将治疗心脏病的“地高辛口服液体剂”
等31种药品报销类别从乙类调为甲类，进
一步减轻了群众的用药负担。
北京市医保局介绍，此次本市医保药
品报销范围的调整和规范，除了对接国家
新版药品目录和谈判药品外，其余的药品
品种和报销范围等仍予以保留和沿用，较
好地保持了医疗机构临床治疗和参保人员
用药的连续性。
同时，针对国家谈判未成功续约的“托
伐普坦”等4种药品，给予了6个月的过渡
期，对于2019年12月31日前已经开始使用
的患者，在2020年6月30日前发生的相关药
品费用，可按原报销规定予以支付。

特殊疾病患者负担减轻

此次调整将国家谈判成功的“阿来替
尼口服常释剂型”等10种药品纳入了现行

45种中药饮片不予支付

对通过国家谈判纳入医保乙类报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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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种药品，国家组织专家制定了严格规范
的使用管理规定，本市严格按国家规定执
行，保障药品合理使用，防止浪费，提高基金
保障效益；对主要在门诊使用、非处方药等
231种药品，按国家规定对限定支付范围进
行了调整，限门诊使用和定点药店购药时
医保基金予以支付。
对中药饮片的管理，不予支付的中药
饮片品种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保持了一
致，将阿胶、鹿茸等45种饮片列为单味或
复方使用时均不予支付费用的中药饮片，
将大枣等116种饮片列为单味使用时不予
支付费用、复方中合理使用可支付费用的
中药饮片。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要强化管理，加强对新增药品尤其是谈
判成功药品的费用监测和统计分析，加强医
保基金使用管理，保障药品合理使用，防止
不合理支出，进一步提高基金保障效益。
市医疗保障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
健康委专门在文件中明确要求，各定点医疗
机构要根据医保药品目录调入、调出药品
情况，及时召开专门的药事管理会议，对
本医疗机构用药目录进行调整和优化；要
根据功能定位、临床需求和诊疗能力等及
时配备、合理使用药品，不得以医保总额
控制、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数量限制、药占
比等为由影响新增药品，特别是谈判成功和
续约谈判成功药品的配备、使用，保障患者
用得上、用得好。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今年流感疫苗供应量是去年使用量两倍
12月26
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冬春
季常见病预防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王斌介绍称，今年总体来看流感
疫苗的供应量是去年流行季实际使用量的
两倍多，总体来看供应量平稳。
对于当前的流感疫情形势，中国疾控中
心传防处处长、研究员李中杰表示，目前，我
国的北方和南方陆续开始进入流行性感冒
流行季节，现在主要还是以甲型流感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为主。
“目前西北地区流感疫情稍微高一点，
总的来说是中等流行水平。流感病原每年出
现的流行高峰和持续时间都不一样。按照冬
季监测数据的总体形势，12月、1月流感程
度会比较高，2月流行率就会下降。”李中杰
指出。
据介绍，冬春季是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
传染病和诺如病毒等病毒性腹泻的高发季
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咳嗽、打喷嚏等喷
出的带有病菌的飞沫或飞沫核进行传播，健
康人接触被患者所排出的病原污染的物品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陶凤 常蕾）

也可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胃肠炎）是
由诺如病毒引起的常见急性肠道传染病。
该病毒主要通过污染的食物、水传播，也可
经接触病人排泄物和呕吐物，经污染的手、
物体和用具，以及呕吐产生的气溶胶等方
式传播。
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途径。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检院”）
最新披露的生物制品批签发产品数据显示，
截至10月20日，今年用于2019-2020流感
季节的流感疫苗批签发量已达2083.65万
剂，已经超过用于2018-2019流感季节的流
感疫苗批签发量。
不过，记者发现，目前仅有4家生产厂家
获得批签发，为历年最低。中检院数据显示，
目前已获批签发的流感疫苗厂家为深圳赛
诺菲巴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京科兴、
华兰生物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
公司。
此前，也有消息称，今年批签发趋严，数
量降低，那么今年流感疫苗的批签发情况到
底如何呢？“今年总体来看流感疫苗的供应

量是去年流行季实际使用量的两倍多。”王
斌表示，“今年的批签发比去年提前一个来
月，总体来看今年疫苗的供应量比较平稳。”
不过，王斌指出，也不排除个别接种点因为
人口密集度高等相关原因，会有疫苗暂时
短缺的情况，“就我们来看有一些疫苗短缺
是老百姓了解情况之后扎堆接种的问题，
凡是了解到短缺情况我们都会通知当地立
刻进行调配，总的来看今年全国疫苗供应比
较平稳”。
对于大中城市四价流感疫苗供不应求
的情况，王斌回应称：
“今年我们监测到的流
感流行株主要是甲型H3N2和乙型维多利
亚系，三价苗对于流行情况是有效果的。”
据悉，我国现已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有
三价灭活流感疫苗（IIV3）和四价灭活流感
疫苗（IIV4）。除个别地区外，流感疫苗在我
国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疫苗，实行自愿、
自费接种。
中检院数据显示，截至10月20日，三价
流感疫苗占比71%，四价流感疫苗占比
29%。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正履行必要程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12月26
日，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
人高峰回应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展时
称，中美正履行法律审核、翻译核对等程序，
并就协议签署等后续工作密切沟通。
这也意味着距离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正式签署更近一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此
前表示，在完成法律审核、翻译核对等必要
程序后，双方还需商定时间、地点和形式来
签署这份协议。
在12月19日的商务部发布会上，高峰也
曾表示，中美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
方将履行部分取消对华产品拟加征和已加
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关于第一阶段协议的具
体内容，将在协议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据
悉，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
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
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
款九个章节。
此外，下调进口关税也是近期社会关注
的话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日前
发布消息称，将自2020年1月1日起，调整部
分商品进口关税。将有859项商品实施低于最
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不乏猪肉、糖
尿病治疗药物等民生所需商品、药品，同时也
包括集成电路存储器等高新技术产品。
“下调进口关税，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市
场开放的具体举措，将有利于扩大相关高质
量产品的进口。扩大进口是促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进口关税降低，将有
利于形成均衡、协调、可持续的贸易发展新
格局，有利于推进贸易和产业的协调发展。
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国际国内要
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推动国内
国外市场深度融合。”高峰对此回应称。
同时，高峰谈到，商务部将继续积极扩
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满足国内消费者对
于高品质产品的需求。下一步，将着重培育
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鼓励创新
监管制度，服务功能、交易模式，通过培育
进口贸易集散地，以点概面，推动进口贸易
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提高示范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
目前，我国已建立4个国家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分布在上海、天津、苏
州、宁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员赵萍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从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角度来说，目前覆盖面还不够广，集
中在华东和华北，事实上华南、中西部都没
有覆盖到。下一步将在4个示范区基础上扩
大范围，形成更大拉动作用。一些进口贸易
规模比较大，进口制度、监管模式的创新成
果比较多的城市可能会成为候选对象。”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表示，华南地区的广东、海南，西部地区
的重庆、成都、西安的科技承接能力也比较
强，可能成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围
的目标。
此外，商务部将积极推动世贸组织贸易
便利化协定的全面实施，进一步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目前协定的实施率已经达到了
96.2%，剩余的措施将于2020年2月22日之
前全部落实到位，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
提高。
我国于2015年9月批准接受《贸易便利
化协定》，协定于2017年2月正式生效并对已
批准协定的成员正式实施。赵萍谈道：“主要
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提供更良好的
环境。便利化也是营商环境的主要部分，它
的提升必然促进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近年
来我国也在这方面颇为重视。2018年以来，
进口通关时间缩短了56%，出口通关时间缩
短64%。同时提高通关信息化水平，通过信
息共享、监管结果互认、执法互助‘三互’提
升通关效率。对于有海关AEO认证的企业，
像经营时间较长、信誉良好的企业，也给予
更便利化的待遇。”
高峰谈到，进一步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平台促进效应也是下一步扩大进口
的主要举措。数据显示，首届进博会，累计意
向成交578.3亿美元，合同完成率超90%；今
年的第二届进博会展览总面积比去年增加6
万平方米，意向成交额711.3亿美元，比第一
届增长23%，体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高峰表示，目前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近期已经
有3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展览面积将超过
1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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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子柒到杜甫，文化润物无声
西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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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凤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一部时下大

贸关系中显得难能可贵。

热的古装剧， 一个红遍海外的美食博

从历史的“三国”回到现实，中日韩

主， 一本正经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

三国带着自身的利益诉求本就无可厚

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儿，却因为一个诗

非，积极推动RCEP明年如期签署，困难

人起了微妙的联系。

不少但希望更多。 中日韩之间达成一个

正在热播的古装剧，身份成谜的少

全面、高水平、互惠的协定，推进在文化、

年用一首杜甫的《登高》赢 了“朝 堂 斗

环境、养老、健康等领域有更多“第三方

诗”。沿着杜甫草堂向北，百公里之外的

市场合作”，最终将使三方百姓获益。

李子柒， 凭借食得人间烟火的仙气，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去

了文化输出的先锋。诗圣闲不住，君王

杜甫草堂，可以看到杜甫、陆游与黄庭

社稷、世间忧患，辞世上千年之后还在

坚被同堂供奉。陆游与黄庭坚是学杜有

以各种方式和现代人亲近。

成开宗立派的大诗人。 他们与杜甫一

2019年恰逢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
20周年，也是中国第三次以轮值主席国

样，虽非川人，却都流寓蜀中，并没有受
到冷落。

身份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然而，与

独立与共赢也成为成都文化气质

前两次均在北京举行不同，此次会议选

的两个支点。成都的可贵，在于它保留

址成都，也使得这个中国西南部城市受

了地域文化的独特 气 质 ，沧 桑 、富丽 、

到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温文尔雅的文化趣味，成都的可爱，在

坐标成都、定位历史，中日韩之间

于它善于包容并不断自我更新， 在于

一点也不陌生。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

文化自信也在于海纳百川， 接驳新的

在日韩有广泛知名度。由于《三国演义》

时代精神。

《三国志》在日韩两国有极高知名度，对

杜甫也好，成都也罢，好的故事基

日韩民众而言，蜀国都城背后的“三国”

于好的文化。李子柒的视频，没有对中

故事便是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通道，借

国文化进行直接介绍和夸赞，甚至连台

由文化的力量拉近彼此的距离。

词都很少，反倒被国外网友喜欢，探寻

文化是纽带，也是契机。这条通道

人类共通的价值和情感，民族的也是世

自历史走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借由

界的。这种“无心插柳”似的走红海外看

文化认同加深彼此的理解，有时比直来

似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就像《庆余

直去的商贸合作更容易赢得民心，文化

年》剧情里的步步惊心、暗流涌动，最为

软实力所释放的独特魅力不会随时代

感人的依然是人人生而平等、仁义礼智

轻易褪色，总是历久弥新，在当前贸易

信的道德品质。

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在紧张的经

文化外溢，常常润物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