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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全院工作人员手卫

生，严格落实消毒隔离制度，

提高手卫生依从性，达到预防

和控制感染的目的，在开展手

卫生强化安全月活动期间，8月

27日下午，泰安市中心医院分

院医务部感染管理科组织来自

该院临床、医技、行政后勤及

保洁人员170余人开展手卫生知

识培训。

感染管理科相关人员从手卫

生管理、手卫生监测方法及如何

提高手卫生依从性等方面，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详细讲解，并

组织观看手卫生消毒操作视频。

通过此次培训，大家加深了

对手卫生知识的了解，掌握了洗

手指征、方法，充分认识到手卫

生与控制医院院感的关系，对提

高感控意识，养成良好手卫生习

惯，保障患者安全起到积极作

用。 (李焕香)

医界风采
Yi jie feng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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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开展手卫生知识培训

影视剧《我不是药神》热映

后，如何将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

医保，真正减轻人民群众医药费

用负担，成为新组建国家医保局

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如今，此项工作在加快。近

日，国家医保局、人社部联合发

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

称《药品目录》)，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及时按

规定将《药品目录》内药品纳入

当地药品集中采购范围。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熊先军告诉记者，本次目录

调整，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

医保药品目录的保障能力和水

平，提高有限医保资金的使用效

益，而且将促进我国医药产业的

创新发展，还将更好地满足广大

参保人的基本用药需求，减轻广

大参保人员的药品费用负担，有

效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能进能出

为好药腾出空间

现行生效的医保药品目录是

2017年版。这份医保药品目录中

共有2588个药品(含2017、2018年

两次谈判准入药品 )，包括西药

1345个、中成药1243个(含民族药

88个)；收载西药甲类药品402个，

中成药甲类药品192个。

记者注意到，新版医保药品

目录常规准入部分共 2 6 4 3个药

品，包括西药 1 3 2 2个、中成药

1321个(含民族药93个)；收载西药

甲类药品398个，中成药甲类药品

242个。

熊先军分析认为，从常规准

入的品种看，中西药基本平衡，

调整前后药品数量变化不大，但

调出、调入的品种数量较多，药

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熊先军进一步指出，常规准

入部分共新增148个品种药品，其

中西药47个，中成药101个，新增

药品覆盖了要优先考虑的国家基

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

病治疗用药、慢性病药品和儿童

用药，其中新增重大疾病治疗用

药5个、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36

个、儿童用药38个。

值得注意的是，有150个品种

药品被调整出医保药品目录。熊

先军解释说，这些药品主要是被

国家药监局取消文号的药品，以

及临床价值不高、滥用明显、有

更好替代品的药品。

谈判药品成功率

不作要求

谈判准入是近年来医保药品

目录准入方式的一个重大创新。

2017年以来两年间，医保部

门陆续通过谈判方式在医保药品

目录中分别纳入53个药品。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透

露，本次目录调整，对于临床价

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基金影响较

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初步确定128

个药品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包

括109个西药和19个中成药。

据介绍，这些药品的治疗领

域主要涉及癌症、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丙肝、乙肝以及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等。许多产品都

是近几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

药，亦包括国内重大创新药品。

熊先军告诉记者，国家医保

局将按程序征求拟谈判药品企业

意愿，组织企业按要求提供材

料，由测算专家进行药物经济学

和基金承受能力评估，确定谈判

底线，由谈判专家与企业谈判，

形成双方认可的全国统一的支付

标准后，按程序纳入目录范围，

以确保基金安全。

“不过，由于本次谈判品种

较多、普遍对基金影响大等，本

次谈判对成功率不作要求。”熊

先军坦言，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

提下，国家医保局会拿出一定数

量的基金用于谈判药品，力争尽

量多的品种谈判成功，让广大群

众尽可能多地享受到改革红利。

国家医保局发文要求，各地

应严格执行《药品目录》，不得

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

加目录内药品，也不得自行调整

目录内药品的限定支付范围。

加强监督

确保调整公平公正

国家医保局成立伊始，就启

动了全国统一医保药品编码制定

工作。

今年6月27日，国家医保局对

外发布《关于印发医疗保障标准

化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

到2020年，实现疾病诊断和手术

操作等15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

落地使用。

同一天，医保药品等4项主要

业务标准已经在国家医保局的官

网上线运行。专家认为，统一医

保药品分类和编码对促进医保药

品精细化管理有着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

为此，国家医保局要求，建

立完善全国统一的药品数据库，

实现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

医院制剂的编码统一管理。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此次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公平公正，国

家医保局加强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中监督机制的建设，一方面，主

动接受各方监督，局直属机关纪

委专门成立监督组，对目录调整

工作重大活动都派人进行现场监

督，并接受社会各界的投诉举

报。

另一方面，完善内控机制，

明确工作岗位和人员责任，完善

信息保密、利益回避、责任追究

等制度措施。

此外，还强化专家监督，建

立专家负责、利益回避、责任追究

等制度，所有评审、遴选工作全程

留痕，确保专家独立、公正提出评

审意见。并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和专

家都签订保密和廉政协议，所有专

家签署无利益冲突声明。

据了解，新版目录将于2020

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

印发后，除有特殊规定的以外，

地方不再进行乙类药品调整，原

增补的品种原则上应在3年内逐步

消化，并优先消化被纳入国家重

点监控范围的品种。 (侯建斌)

9月5日，山东省卫健系统典型事迹报告

团首场报告会在省卫健委三楼会议室举行，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侯佳以《吾以初心著匠

心》为题，讲述了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心脏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张爱华的事

迹，演讲事迹感人、表达清晰，整个演讲过

程流畅自然、激情澎湃，引起在场观众的内

心共鸣。

据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力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展

现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省卫

生健康委决定组建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典型事

迹报告团，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宣传教育，以真人真事和真实情感，讲述卫

生健康工作者履职敬业、追梦逐梦、奋斗圆

梦的故事。经过省直及各市初选、全省中

选、宣讲终选等环节，最终确定了15位报告

团人选。此次事迹报告会是报告团首场试

讲，省卫健委领导、各处室及驻济省级医院

参加了报告会，来自全省的9位宣讲员上台宣

讲。随后，报告团会根据省卫健委安排部

署，开展全省范围典型事迹巡讲，将医疗战

线先进、典型事迹更广泛地传播出去，树立

新时代行业楷模，弘扬卫生健康行业正能

量。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宣讲事迹来自张爱华

的真实经历。1990年，大学刚毕业的张爱华

走上了工作岗位，“做一名好医生”是他的

志向，27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志向。

多年来，针对儿童发病率及死亡率的首

位疾病-先心病——— 张爱华带领他的“开

心”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学难关，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拯救了无数先心

病患儿和他们的家庭。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心脏外科在全市范围

内率先规范开展产前、新生儿、幼儿先心病

筛查、防控、救治工作，对有效提高儿童生

存率及先心病儿童救治水平作出了重要贡

献。

心脏外科建科15年来，张爱华带领小儿

心外团队从零起步，埋头苦干，将泰安市先

心病治疗水平引领到全省前沿。目前，治疗

病种已涵盖各类先心病、各个年龄段，年龄

最小的患儿出生仅1天，体重最轻患儿仅950

克。病种主要有：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

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狭窄等单一畸

形，法洛三联症、法洛四联症、右心双出

口、双腔右心室、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心内膜垫缺损、肺动脉闭锁、Ebstein畸形、

大动脉转位、主动脉缩窄、主动脉离断、永

存动脉干等等复杂畸形，以及冠状动脉异位

起源、Cantrell五联症等罕见畸形，其中年龄

小于1岁、体重小于10公斤的危重复杂先心病

病人占70%以上。

在危重复杂新生儿先心病手术、小儿胸

腔镜手术、超声引导下先心病微创封堵术等

方面成绩突出，已成功为数千名先心病患者

实施手术，特别是多例多处求医未果、风险

极大的危重先心病人被成功救治，受到权威

人士的高度称赞，并在省内外产生重大影

响。

15年前，身为心外科专家的张爱华敏锐

意识到，要改变先心病治疗落后面貌必须从

基层抓起、从保健抓起。他扎根基层15年，

从零起步，埋头苦干，将泰安市先心病治疗

水平引领到全省前沿，并在全省率先规范开

展了胎儿、新生儿、幼儿先心病筛查、防

控、救治工作，彻底改变了泰安市先心病防

治落后面貌。

张爱华先后荣获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

工作者、山东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山东省医

德标兵、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泰安市

“151岱下英才”、泰山医学家、振兴泰安劳

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侯佳)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张爱华事迹
入选省卫健系统典型事迹宣讲

医保药品目录全面调整
更多救命救急药纳入报销范围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西山医院举行了山东

援疆专家欢送会。会上，该院

工作人员将一面写着“山高水

远情相系——— 倾情援助手足

情·天山铭记泰山意·鲁兵情深

永流长”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

送到了泰安市中医医院援疆医

师翟兵、宋铭悦手中。

2019年2月8日，为推动十

二师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对

口支援兵团干部管理组决定进

一步推动十二师一〇四团“山

东十二师国医堂”项目，泰安

市中医医院选派翟兵、宋铭悦

两位专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西山医院开展对口援

疆工作。据悉，在援疆工作

中，翟兵与宋铭悦分别负责心

血管疾病、急诊、呼吸、消

化、脑病等中西医诊疗工作。

两位专家在工作中讲大局、讲

风格、讲团结，对自己分管的

工作和业务主动提思路、想办

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工作

有突破、有创新。他们不仅充

分发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

开展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工

作，还潜心钻研，悉心带教，

为当地培养专业技术骨干。同

时，翟兵和宋铭悦还积极参加

医院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主动申请到兵团十四师47团开

展义诊、巡诊活动，用实际行

动维护民族团结。感谢信里写

道，“医者仁心高尚贞洁，满

腔真情赤撒边疆。两位同志远

离妻儿老小，舍小家为大家，

肩负使命，无私奉献的精神，

是 全 体 医 务 人 员 学 习 的 楷

模。”

为表彰两位医师牢记使

命、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勤

奋工作的高尚情怀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8月10日，翟兵、宋铭

悦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卫生健康委授予 2 0 1 9年度

“十二师卫生健康系统先进个

人”称号。 (张男)

泰安市中医医院两名援疆医师
获评“十二师卫生健康系统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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