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企業報送材料」
企業按照要求報送藥
品基本信息、療效價
格等方面資料。

2. 「專家評估」
專家團隊從藥物經濟性和基
金支撐能力兩方面進行評
估，提出評估意見。

3. 「價格談判」
醫保經辦機構另行組織談判專家
與企業代表進行價格談判。

■資料來源：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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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醫保新增17種抗癌藥
平均降價近六成 大部分進口價格低於周邊國家和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央

視網及中國政府網報道，國家醫

療保障局近日發佈《關於將17種

抗癌藥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

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乙類

範圍的通知》（下稱《通知》）。經過

3個多月的談判，17種抗癌藥納

入醫保報銷目錄，大部分進口藥

品談判後的支付標準低於周邊國

家或地區市場價格，將極大減輕

腫瘤患者的用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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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中國將1717種抗癌藥納入醫種抗癌藥納入醫
保保。。圖為患者及家屬在醫院財圖為患者及家屬在醫院財
務結算中心辦理醫保記賬手務結算中心辦理醫保記賬手
續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目錄顯示，本次納入藥品目錄的17
個藥品中包括12個實體腫瘤藥和5

個血液腫瘤藥，均為臨床必需、療效確
切、參保人員需求迫切的腫瘤治療藥品，
涉及非小細胞肺癌、腎癌、結直腸癌、黑
色素瘤、淋巴瘤等多個癌種。17個談判
藥品與平均零售價相比，平均降幅達
56.7%，大部分進口藥品談判後的支付標
準低於周邊國家或地區市場價格，平均低
36%。

多為專利藥 談判難度高
今年6月，國家醫療保障局新一輪抗癌
藥醫保准入專項談判工作開始啟動，44
個目錄外獨家抗癌藥經過專家評審和投票
遴選，並徵得企業意願，最終17個藥品
獲得談判成功。
參與了准入談判的中國製藥企業代表
楊馨波對央視記者坦言，談判壓力肯定
是顯而易見。「尤其對於這樣一個進入
中國市場比較短，而且還在專利期的藥
物。這個降價壓力真的實在非常巨
大。」此次談判抗癌藥，均為治療血液
腫瘤和實體腫瘤所必需的臨床價值高、
創新性高、病人獲益高的藥品。這些藥
大部分都還處於獨家專利保護期限內，
談判難度非常大。

盼最大限度讓利參保人
「我們一方面要掌控降價的空間，希望
最大限度讓利於參保人，讓利於基金。但
是企業的話，你也要考慮到它的研發成
本、生產成本和上市的成本。所以雙方的
利益都要考慮。所以我們每一步都是如履
薄冰的。談判都要慎重。」擔任第二組談
判組組長的雲南省醫療保險基金管理中心
專家王艷君說。
國家醫療保障局局長胡靜林表示，國務
院機構改革為我們這次談判工作創造了很
好的條件，一方面就是醫保制度的整合，
使得我們醫保有了更大的戰略購買力。會
讓我們在談判中有更強的話語權，能夠更
好地實現以量換價這個目的。這些抗癌藥
納入醫保以後，會使大量原本負擔不起的
患者可以用得上新藥，可以改善他們的治
療效果。
國家醫療保障局下發的《通知》要求，
各省（區、市）醫療保險主管部門不得將
談判藥品調出目錄，也不得調整限定支付
範圍。目前未實現城鄉居民醫保整合的統
籌地區，也要按規定及時將這些藥品納入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支付範圍。

2018年9月15日11點35分，
涉及12家企業抗癌藥品在這一天
完成最後的價格談判。中國的談
判專家組專家是由國家醫保局專
家庫抽取，來自山東、雲南、北
京、江蘇等地，大多曾參加過省
級醫保談判。整個談判過程，國
家醫保局進行了全程錄像。

三度退席商量 力找平衡點
藥品支付標準是國家醫保藥品

准入談判的核心，也是國家醫保
經辦機構與藥品生產企業間博弈
的核心。當日，德國默克公司
（Merck）的代表們三度退席，到
談判室外密切商量。他們談判的
藥品名稱為西妥昔單抗注射液，

主要治療結直腸癌。2017年第一
輪國家藥品談判時，西妥昔單抗
注射液就在談判目錄中，但是談
判最終失敗。這一次談判，對於
國家醫保局和企業來說，雙方都
想找到一個平衡點，以什麼樣的
價格能夠談判成功。德國默克公
司的代表一直不停地打電話和總
部進行溝通。

藥企「大減價」換中國市場
根據數據顯示，西妥昔單抗注

射液2017年的平均價格為4,200
元（人民幣，下同）左右。整個
談判過程持續了30多分鐘，最終
雙方達成一致，簽訂了價格協議
書。談判後的價格由4,200元降到

1,295元。
默克中國腫瘤事業部高級總監

袁澤之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應
該說我們是給了全球最低的一個
價格。通過這次醫保談判，我們
能夠通過以價換量，讓民眾得到
應用，這對中國的民眾是個好事
情。
製藥企業看中中國市場，採用

「以價換量」的策略，以降價換取
銷量。而國家醫保談判專家採用
「以量換價」的策略，最大限度將
價格降下來，此次談判成功的17
種藥品，最終的價格全部比周邊國
家或地區要低，這樣的結果，談判
雙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央視網

�& 以量換價 談判雙贏

抗癌藥納入醫保時間表
■ 4月12日 國務院總理李克强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明確了對進口抗癌藥實施零關稅的時間表。

■ 5月1日 中國以暫定稅率方式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
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鹼類藥品及有實
際進口的中成藥進口關稅降為零。

■ 6月20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有序加快境外已上市
新藥在境內上市審批，各省（區、市）對醫保目錄內的
抗癌藥要開展專項招標採購。開展國家藥品集中採購
試點，實現藥價明顯降低。

■ 7月8日 國家醫保局發佈聲明，各有關部門正在積
極落實抗癌藥降稅後續措施，督促推動抗癌藥加快降
價。

■ 7月12日 國家醫保局表示，將以省為單位開展抗癌
藥專項集中採購。

■ 7月18日 李克強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
保供等相關措施，強調「抗癌藥是救命藥，不能稅降
了價不降」，要求「必須多措並舉打通中間環節」，「讓
群眾有切實獲得感」。

■ 8月 國家醫保局發佈通告，18種抗癌藥納入2018
年醫保准入專項談判範圍。

■ 10月10日 國家醫保局將17種抗癌藥納入醫保報銷
目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才瑛整理

1717種抗癌藥及其用途種抗癌藥及其用途
藥品名稱藥品名稱 主要治療範圍主要治療範圍

阿扎胞苷阿扎胞苷 急性髓系白血病急性髓系白血病

西妥昔單抗西妥昔單抗 結直腸癌結直腸癌

阿法替尼阿法替尼 肺癌肺癌

阿昔替尼阿昔替尼 腎細胞癌腎細胞癌

安羅替尼安羅替尼 肺癌肺癌

奧希替尼奧希替尼 肺癌肺癌

克唑替尼克唑替尼 肺癌肺癌

尼洛替尼尼洛替尼 白血病白血病

培唑帕尼培唑帕尼 腎細胞癌腎細胞癌

瑞戈非尼瑞戈非尼 肝細胞癌肝細胞癌、、結直腸癌結直腸癌

塞瑞替尼塞瑞替尼 肺癌肺癌

舒尼替尼舒尼替尼 腎細胞癌腎細胞癌

維莫非尼維莫非尼 黑色素瘤黑色素瘤

伊布替尼伊布替尼 淋巴瘤淋巴瘤

伊沙佐米伊沙佐米 骨髓瘤骨髓瘤

培門冬酶培門冬酶 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奧曲肽奧曲肽 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才瑛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才瑛 整理整理

�1? 以速度回應民生關切
今年7月中旬，電影《我不是藥神》將癌症患者和家

庭求生的辛酸故事搬上熒幕，賺盡人間笑與淚。這部電
影引發巨大反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此批示，要求對
抗癌藥降價保供。在此約80天後，國家醫療保障局傳出
好消息，可謂以速度回應民生關切。

中國的醫療保障網絡覆蓋逾13億人，從新生兒到
老年人都可享有基本醫療服務，這堪稱健康衛生事
業的一大成就。但是，醫保網絡雖覆蓋較廣，但是
一些重症患者仍有較大的負擔。目前，中國已進入
老齡社會，癌症等疾病多發，不少家庭仍面臨着一
人患癌、全家返貧的窘境。新增的17種抗癌藥物，

主要針對非小細胞肺癌、腎癌、結直腸癌、黑色素
瘤、淋巴瘤等癌種，對患者及其家庭來說無疑是重
大利好。

人類正在攻克癌症的路上不斷前行。在中國政府
大力支持重大創新藥物研究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
科研機構和藥企投入原創抗癌藥物的研究，並不斷
取得重要突破。人們有理由相信，在國家利
好政策下，更多抗癌藥物可以進入醫保目
錄，中國患者不僅能負擔起昂貴的進口藥
物，更可能使用到中國原創的新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最近美國領導人多次聲
稱，過去20多年，美國對華貿易產生了巨額逆
差，送給了中國大量財富，相當於美國「重建」
了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從三方面對美國所謂「重建中國」論調進行
駁斥，敦促美方端正心態、尊重事實，停止對中
國的無端指責。
陸慷說，美國領導人的說法把中國的發展成

就歸功到美國身上，不僅完全不符合事實，邏輯
上也根本站不住腳。

恐怕無國家有此實力
第一，任何國家的發展從根本上都是靠自

己。中國迄今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靠的是中國
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靠
的是堅定不移推進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靠的是
全體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當然，中國不是關
起門來搞建設，而是敞開大門同各國開展互利共
贏合作。作為近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發展
不可能依靠別人的施捨和恩賜。恐怕也沒有哪個

國家有這個實力來「重建」中國？！

指責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多重客觀因素共

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的對外貿易一貫遵循市場規
律，做的是公平買賣。美國從中國買的多、向中
國賣的少，特別是在向中國出口高附加值產品方
面自我設限，自然會出現逆差。美方就此指責中
方，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合作令美獲廣泛利益
第三，中美雙邊貿易絕非所謂美國送給中國財

富的「單行道」。長期以來，美國從中美經貿合
作中獲得廣泛、巨大的經濟利益。根據美中貿易
全國委員會等機構估算，中美貿易平均每年為每
個美國家庭節省850美元成本。根據中國商務部的
統計，2016年美國企業實現在華銷售收入約6,068
億美元，利潤超過390億美元。這些數據和分析都
說明，中美經貿合作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吃虧
做買賣的事沒人願意幹，更別說長達20多年。

駁斥美「重建中國」論
外交部：邏輯上站不住腳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近平昨
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三
次會議，研究提高中國自然災害防治
能力和川藏鐵路規劃建設問題。習近

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強自
然災害防治關係國計民生，要建立高
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提高全
社會自然災害防治能力，為保護人民
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規劃建設川藏鐵路，對國家
長治久安和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
大而深遠的意義，一定把這件大事辦
成辦好。

提高自然災害防治能力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影響最嚴重

的國家之一。會議強調，提高自然災
害防治能力，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
大精神，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緊
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
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
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
常態救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強化
綜合減災、統籌抵禦各種自然災害。

要堅持黨的領導，形成各方齊抓共
管、協同配合的自然災害防治格局；
堅持以人為本，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生
命財產安全；堅持生態優先，建立人
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關係；堅持預防為
主，努力把自然災害風險和損失降至
最低；堅持改革創新，推進自然災害
防治體系和防治能力現代化；堅持國
際合作，協力推動自然災害防治。

要求科學規劃保護生態
會議強調，規劃建設川藏鐵路，是
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鞏固
邊疆穩定的需要，是促進西藏經濟社
會發展的需要，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治
藏方略的重大舉措。要把握好科學規
劃、技術支撐、保護生態、安全可靠
的總體思路，加強統一領導，加強項
目前期工作，加強建設運營資金保
障，發揚「兩路」精神和青藏鐵路精
神，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推進工程規
劃建設。

中國將全面啟動川藏鐵路規劃建設

■川藏鐵路拉林段重點標誌性工程藏木
特大橋上月底合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