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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医疗机构执行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专家共识

一、背景意义

药品集中采购（以下简称药品集

采）在降低药价、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实现用药可及性，推动“三医联动”

改革，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截至 2021 年 11

月，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辽宁省开展 5

批，区域级联盟组织药品集采开展 2

批，经过前几个周期的实践及总结，

发现辽宁省医疗机构在执行药品集采

政策过程中遇到很多共性问题，例如

对于合理上报任务量缺乏科学的计算

方法导致任务量与实际用量偏差较大；

因各批次同类药品数量逐步增多而带

来的任务量达成压力；药品集采产品

突发供应不及时或断供，医疗机构不

能及时应对影响临床用药；采用诸如

“一刀切，一把抓”等单一管理模式

迫使患者强行换药；非中标同类可替

代药品销量异常增长等。这些突出的

问题凸显出医疗机构急需针对性地科

学研判解决措施和指导性建议，对所

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精准分类，逐步

建立院内集采药品的科学管理体系。

因此，辽宁省药学会组织专家撰

写“辽宁省医疗机构执行药品集中采

购政策专家共识”，针对医疗机构在执

行药品集采任务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参

考性意见，旨在推动我省医疗机构在

确保正常医疗及保障患者临床用药需

求下，更好地落实国家药品集采政策，

并探讨建立药品集采科学化管理

（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Stewardship 以下简称 VPS）的长效机

制，实现集采常态化下的以患者为中

心的合理用药目标。

二、组织制度

1.完善组织架构

医疗机构应当设立药品集采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药品集采工作。

组长为医院主要负责人，负责对本医

疗机构药品集采工作的全面领导；副

组长为分管副院长，组织制定落实药

品集采的执行文件，协调划分各部门

的职能分工，主持院内药品集采工作

会议，处理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组员

为医务、医保、药学、采购、信息、

质控/绩效、财务、宣传、纪检/行风

等部门负责人和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组成。各部门

各司其责，充分发挥“医务、医保、

医药”作用，组合监管、协同完成药

品集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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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采日常工作可由院长指定部门负责，如：医务、医保、药学等部门，具体承办医疗机构内相关文件制

定、协议签署、人员培训、使用监测、投诉处理、考核奖惩等工作。

图 1：药品集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框架

2.制定工作流程

医疗机构药品集采工作领导小组

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药品集采工作

流程，应用品管圈、PDCA 法等管理工

具，定期优化更新。

图 2：药品集采工作流程

3.加强全程监管

在医疗机构药品集采工作领导小

组的组织下，对医疗机构集采药品实

施事前、事中及事后全过程的监督管

理。

3.1 事前：贯彻落实国家及区域级

联盟药品集采政策,制定医疗机构工

作计划和具体实施细则，各部门各司

其责,通过沟通协作和向上级管理部

门反馈及时解决实际问题；每年组织

开展集中采购药品上一年度或上一周

期的使用情况分析，根据任务量、使

用量科学制订各临床科室分配比例及

任务量,明确各临床科室任务目标，各

临床科室可进一步细分至医疗组/医

生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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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事中：建立健全集采药品临床

使用监控机制。一方面加强药品供应

链管理,避免中选药品短缺,紧急情况

下立即启动短缺药品应急预案，确保

临床药品供应；另一方面结合处方/医

嘱审核和点评等方法，对未完成任务

量的集采药品开展分析评价，找到未

完成的原因，精准施策。

3.3 事后：定期做好集采药品供应

情况、药品不良反应上报数据、临床

科室/医生个人指标完成情况及临床

用药合理性点评结果的整理、统计和

分析工作，一方面关于药品质量问题

和短缺情况应及时反馈给上级管理部

门，关于任务量完成情况与临床不合

理用药问题应进一步落实与医疗机构

建立的考核、奖惩制度挂钩，对于无

特殊原因未完成任务目标的科室或个

人，可进行处方权限管理；另一方面

推动药品评价标准体系和使用监测的

建设，能够科学合理地划分药品质量

层次，细化评估准则，达到实现区分

药品实际价值的目的。同时，应用文

献研究法、药物经济学、真实世界临

床研究等方法，定期开展集中采购药

品的临床综合评价工作，推动本医疗

机构药品目录的更新优化。

三、保障供应

1.数据测算与报量

医疗机构可结合上年度采购量、

实际使用量、临床使用情况和医疗技

术进步等因素报送预采购量，原则上

不少于上年度采购量。医疗机构如有

同一通用名药品多种规格同时使用，

可根据临床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规格

折算、合并为单一规格进行报量。对

需大幅度调整本医疗机构采购需求量

的情况，需在报量的同时如实说明原

因，如：①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

员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调整；②医保信

息变化；③临床指南变化；④其他情

况，如针对抗菌药物的细菌耐药情况

等。

2.目录构建与管理

2.1 中选药品：有约定采购量的集

采中选药品在集采周期内应纳入《医

院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内。

2.2 协议期满的中选药品：因医疗

机构下一周期同样有约定采购量的同

通用名中选药品，在本周期结束后停

止采购，经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

学委员会（闭会期间可由药事会办公

室）审议决定协议期满的中选药品去

留。

2.3 非中选药品：保留和中选药品

同一通用名的原研非中选药品，暂停

使用或淘汰未过一致性评价，或价格

高于国家集采中选品种的仿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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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目录管理：医疗机构在药品集

采执行前一个月内视库存和临床使用

情况制定采购计划。与集采药品通用

名一致的仿制药非中选药品、协议期

满的中选药品，少量多次采购，保证

库存供应量至集采执行；原研非中选

药品按照临床实际需求执行。

3.采购供应与保障

3.1 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药

占比、医疗机构用药品种规格数量要

求等为由影响中选药品的合理使用与

供应保障。集采药品不受“一品双规”

限制，但医疗机构为加强管理，可经

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闭会期间可由药事会办公室）审议

决定超“一品双规”非中选药品去留。

3.2 药品集采执行前，医保管理部

门下发药品约定采购量和对应配送企

业。医疗机构应从指定的唯一配送企

业采购中选药品。医疗机构应将年度

约定采购量按月均摊采购和使用，避

免突击采购。

3.3 医疗机构应在药品集采执行

前维护中选药品基本资料、维护医保

药品编码等医嘱开立所需必要信息，

确保集采执行日患者可以顺利使用中

选药品。集采执行后，医疗机构在辽

宁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点

击首次采购计划、药品入库，在市药

品集中采购管理平台选择发票点击入

库，在医疗机构 HIS 系统进行药品入

出库后开始临床使用。

3.4 中选药品采购困难、断供情况：

医疗机构应及时与配送企业沟通，询

问中选药品采购困难的原因、恢复供

应时间。同时应将相关情况汇报至属

地医保管理部门协调解决药品供应问

题。医疗机构有权依据相关规定和购

销合同约定，经报请省、市医疗保障

局核准后，按比例扣减约定采购量。

医疗机构应及时分析评估药品短缺的

真实性、可替代性、临床必需性和对

患者治疗的影响等，如临床确需，及

时遴选替代药品。

4.结余留用激励机制建立

医疗机构应建立药品集采激励机

制，从财务管理、绩效考核、薪酬分

配等方面制定具体措施与细则，将结

余留用激励政策传导至医务、临床、

药学、财务等部门人员，鼓励合理、

优先使用中选药品。

5.信息化技术支持体系建立

医疗机构需尽快建立完善的信息

化技术支持体系，实现药品集采工作

全程化、精细化管理。同时，鼓励医

疗机构建立信息化技术支持规则库，

逐步完成对药品集采管理监测从事后

监管向事中提示到事前审核推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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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生完成任务量进度的提示、对使

用非中选品或同类药品的预警、对处

方合理性的前置审核等。

四、合理使用

1.任务分解

为确保协议期内医疗机构按时完

成集采中选药品任务量，应结合临床

诊疗的具体情况对任务量进行合理的

分配与下发。保证临床合理用药，不

搞 “一刀切”，药品集采工作领导小

组应与临床充分沟通分配制度与原则，

按照既往销量将带量任务分解到科室

或个人，与科室或个人签订任务认领

书，制定相关考核机制，月度监测完

成情况及时通报。

1.1 时间维度: 全年或周期任务

量按月/季度平均分配。

1.2 科室/个人维度: 统计上一年

或上一周期科室及个人的实际处方量,

按实际处方量的 70%分配任务量, 甄

别特殊情况(退休、下乡、进修、休假、

住院总等)医生的任务量分配到原科

室 (科室内再根据实际情况分配给医

生)，保留医生自主用药选择权。

1.3 专业水平和病种质量维度：分

解任务充分考虑专业特点，病种质量，

用药潜力。

2.监测分析

医疗机构应建立药品集采工作常

态化动态监测体系，定期调取任务完

成情况、临床使用情况、中选药品与

同类药品使用比例等相关数据，分析

使用量异常的情况并干预。

干预措施包括：院内通报使用量

异常情况至医务部门、相关临床科室，

暂停或限制同类药品临床使用，与相

关临床科室沟通加强中选药品临床使

用等。

3.保障措施

医疗机构在医生处方信息系统中

设定优先推荐选用集采中选药品的程

序，临床医师按通用名开具处方，药

学人员加强处方审核和调配。将医疗

机构采购和使用中选药品情况纳入公

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医疗机构负责

人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并作为医保总

额指标制定的重要依据。

医疗机构在药品基本资料维护时，

中选药品应有标识，以便临床医师在

处方信息系统中，按通用名开具处方

时，能明确分辨是否为中选药品，优

先选用中选药品。

鼓励医疗机构积极推进药品集采

监管信息化，通过信息系统对集采药

品的完成情况和同类品种增长情况进

行监管。

4.管控可替代药品

中选药品同类可替代药品是指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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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在用药品与集采药品具有不同

通用名称但药理作用或适应证相同，

在临床治疗中根据患者病情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非中选药品。

医疗机构应对中选药品同类可替

代药品的临床合理使用加强监管，形

成可替代药品监管目录，纳入处方审

核和处方点评的监管范围，有监管信

息系统软件的医疗机构设定超常使用

阈值，按照非中选药品监管级别同等

管理。

5.宣传引导与风险防范

医疗机构应加强药品集采政策宣

传引导，一方面，加强对医务人员的

政策解读和培训，做好临床优先选择

使用中选药品的解释引导；另一方面，

加强对患者的政策宣传，可通过屏幕

投放宣传海报、制作宣传视频、摆放

宣传展板等形式做好宣传。

研判风险隐患，医疗机构应及时

制定完善中选药品的临床用药指南，

对使用中选药品可能导致患者用药调

整的情况要做好风险评估、预案制定

和物资储备，做好用药情况监测及应

急处置。对可能发生的中选药品断供、

出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等，医务

人员应做好患者的沟通解释和引导工

作。

如中选药品断供，采购部门应及

时掌握中选药品采购困难的原因、恢

复供应时间，并将相应的情况如实告

知医务人员、咨询的患者及其他相关

人员。

如中选药品出现严重药品不良反

应/事件，参照《医疗安全（不良）事

件管理制度》、《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

监测管理制度》执行。

五、评价考核

1.数据提取：由信息部门调取或

通过药品集采监管软件生成月度中选

品完成情况及非中选品、同品类药品

使用数据。监控异常增长，实施对比

分析，将异常增长数据分析到个人。

及时公示未完成情况，医务、医保、

药学等部门实施对标监管考核，考核

结果与绩效挂钩。

2.使用分析：由药学部门对影响

中选品按时完成进度的原因进行分析，

其中，同类协同管控药品参考《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可替代药品参

考监测范围》（医保价采函[2020]11

号），及时分析院内可替代药品使用情

况，参考 ATC 分类法，综合管控，提

出分析报告。

3.实施措施：

3.1 采购量限制（当月不达标/

连续 2个月不达标）：当月中选药品任

务量未完成，可替代药品次月采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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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下降 10%；连续两个月中选药品任务

量未完成，可替代药品采购量均下降

20%；

3.2 医师处方限制：医师中选药品

任务量未完成，无正当理由使用替代

药品，暂停可替代药品处方权。三次

以上不合理使用同类替代药品，暂停

处方权，暂停时间视情节决定。

3.3 药品异常增长：当月任务量未

完成，监测同类药品及异常增长药品

使用情况，全院公示通报及约谈，限

制处方权限。

4.综合评价：根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开展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

合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卫药政函

[2019]80 号）与《药品临床综合评价

管理指南（2021 年版试行）》和辽宁省

卫生健康委《辽宁省药品临床综合评

价工作方案》（辽卫办发[2022]17 号）

要求，作为临床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

优先、着重进行综合评价，以其评价

结果作为指导药品集采重要依据。

六、其他

1.由于各地区国家药品集采中选

药品不一致，药品价格存在差异，导

致存在“倒卖药品”的现象，给医疗

机构带来困惑。

——建议药品集采全国化。避免

由于地区价格差异带来的“倒卖药品”

的行为隐患。各医疗机构不仅要监管

中选品是否完成任务量，还应监管中

选品是否异常增长和“大处方”的异

常行为，一旦发现，应采取开具处方

时需有诊断证明和控制处方量等应对

措施。

2.区域级联盟药品集采中选药品

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医生认可度差，

任务量很难完成。

——建议提升区域级联盟药品集

采招标标准，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药

品不得中标。各医疗机构在选药上应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更加精准、科学

选药，特别关注区域级联盟中选药品

不良反应，一经发现，及时上报。

3.医疗机构在执行药品集采政策

中遇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特殊人

群用药问题、中选品断供问题、同品

不同规格中选药品任务量转化问题等

不能及时得到反馈和解决。

——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开通与医

疗机构沟通反馈的渠道，以便医疗机

构能够及时反馈在执行药品集采政策

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导。

4.医疗机构任务量很难完成的药

品集中在几个重症治疗领域，如抗肿

瘤、抗菌药物、抗凝药，患者换药存

在风险，不换药又完不成任务量。

——建议国家层面提高一致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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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可信度。科学设定指标，提高评价

质量，加强评价方法、过程、结果宣

传。各医疗机构在申报任务量时，要

充分考虑药品类别特征、临床用药习

惯、分层保障需求，论证后上报，建

议逐个品种分析，一药一议一报。上

级部门应充分考虑临床治疗安全因素

及附加经济因素，科学分配重症治疗

领域特殊药品的任务量。

5.很多医疗机构采取停止销售原

研非中选药的方式完成任务量。

——不建议医疗机构采取单一采

购中选药品、强制患者换药，可保留

原研非中选药品，做到患者分层管理，

但可结合医疗机构实际情况限制临床

使用。辽宁省医疗保障局（辽医保

〔2021〕21 号）文件规定“不得采取

单一采购中选药品、强制患者换药等

‘一刀切’措施，确保用药合理、供

应有序。”

6、医疗机构受“一品双规”限制，

不得不关停甚至清退非中选品。

——建议医疗机构可不受“一品

双规”限制。辽宁省医疗机构药品和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辽

药采领〔2019〕2 号）文件规定“不得

以费用总额、‘药占比’、医疗机构用

药品种规格数量要求、药事委员会评

审以及配送企业开户为由影响中选药

品的采购与使用 ”。但医疗机构为加

强管理，可经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闭会期间可由药事会办

公室）审议决定超“一品双规”非中

选药品去留。

7、很多医疗机构采取中选品和非

中选品“轮休”的方式完成任务量。

——不建议采取“轮休”方式。

辽宁省医疗保障局（辽医保〔2021〕

21 号）文件规定“对于纳入集中带量

采购的药品，各相关医疗卫生机构要

将年度约定采购量按月均摊采购和使

用，不得扎堆采购，要引导患者合理

用药。”

附：《辽宁省医疗机构执行药品集中采

购政策专家共识》起草专家组

辽宁省药学会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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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辽宁省医疗机构执行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专家共识》起草专家组

（排名不分先后）

执笔人：

张敬一 北部战区总医院

编 委:

孙利华 沈阳药科大学

唐丽萍 中国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卢 熠 沈阳医学院药学院

王晓璐 北部战区总医院

赵庆春 北部战区总医院

陈会生 北部战区总医院

菅凌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李晓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张敬东 辽宁省肿瘤医院

刘广宣 辽宁省肿瘤医院

苑福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李 晶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赵铮铮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苍爱军 辽宁省人民医院

罗 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蔡 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 宁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李亚秋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冯姝婷 辽中区人民医院

董得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桂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席雅琳 大连市中心医院

孙大鹏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 祎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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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萍 辽健集团抚矿总医院

赵秀芝 抚顺市中心医院

张雪梅 丹东市中心医院

李炳东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田春燕 朝阳市中心医院

李鸿录 辽健集团铁煤总医院

指导单位：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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