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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在医疗保障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促进制度公平可持续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
据新华社电 10 日上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医
疗保障工作座谈会并讲话，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研究部署下一
步医保工作。
韩正表示，组建国家医保局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决策。各级医保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抓住机构改革契机，完善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
保险制度，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做好统
一经办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医保基金
安全，促进制度公平可持续，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
韩正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救命钱”，要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尽快构建起医保基金监管的长效机
制。要坚持保基本，抓紧建立医保待遇
清单制度，完善居民医保筹资机制，夯
实医保基金长期稳定健康运行的基
础。要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试点工作，切实减轻群众药费负
担。调整完善医保药品目录，突出保障

2018 年卫生健康工作取得五大成效

二孩政策的积极意义
正在持续释放

稳步实施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
2019 年 首 场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介 绍
2018 年度卫生健康工作进展及 2019
年度卫生健康工作重点任务。
在深化医改方面，卫健委 2018 年
就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分级诊疗、全科医生
培养与使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互联
网医疗服务、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等推
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印发一系列务
实管用的文件。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稳
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拓展深化；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巩固完善；协调完善
全民医保制度；全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初
步建立；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多个
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文件，推出配套
举措。
在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卫

健委直面群众看病痛点难点问题，防治
结合，中西医并重，全方位发力。抓体
系建设，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抓质量
安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抓公共卫生
管理，提升疾病防控水平；抓中医药发
展，提升中医服务能力；抓重大专项，提
升科技支撑能力。
健康扶贫方面，卫健委多层次兜底
保障体系日益巩固，构建农村贫困人口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保
障措施“四重保障线”，建档立卡贫困患
者个人自付比例进一步下降。
“ 三个一
批”救治策略有序推进，大病集中救治
病种扩大到 21 种，累计救治患者 54.8
万名。输血与造血并重，中央财政支持
所有贫困县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全科
特岗计划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人均补
助标准由每年 3 万元提高至 5 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加大“三
区三州”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控
力度。免费营养包惠及 580 多万婴幼
儿。
在人口发展、妇幼卫生与健康老龄
化工作方面，卫健委稳步实施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和扶助“三项制度”，提高计生
特殊困难家庭扶助金标准。实施母婴
安全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开展妊娠风
险防范、危急重症救治、质量安全提升、
专科能力建设、便民优质服务五大行
动。制定安宁疗护标准规范，在 90 个
城市开展医养结合试点，设立医养结合
机构近 4000 家。
在国际合作、卫生应急工作方面，
卫健委“健康卫生行动”列入中非合作
8 大行动，签署多双边协议 40 个。

国家卫健委公布 2019 年卫生健康重点工作

健康中国建设打头阵
10 日下午，卫健委举行例行新闻
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就 2019 年
卫生健康重点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提
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中医药振兴
发展等十方面内容。
胡强强称，2019 年卫生健康重点
工作共有十个方面内容。
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聚焦重要健康影响因素、重点人群

和重点疾病，实施一批健康行动。以建
设健康城市、健康乡村以及健康社区、
健康企业、健康学校等“健康细胞”为基
础，以卫生城镇创建、城乡环境卫生整
洁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等为载体，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力保障。
二、整合医疗卫生资源
三、
“三医”联动改革
四、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分级诊疗

制度
五、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六、做好重大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
工作
七、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与健康老龄化
八、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九、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十、推动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17 种降价抗癌药进入临床
截至 1 月全国已使用 60 多万盒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我国实行抗
癌药品零关税；10 月，阿扎胞苷等 17 种
通过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
目录。在抗癌药物政策利好不断的背
景下，如何保证降价抗癌药进临床，让
患者开得出、用得上，尽快享受到国家
政策优惠？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
副司长宋树立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按
照要求研究相关措施，针对促进抗癌药
降价保供进医院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把临床急需的癌症防治用药

纳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以优先配备使
用癌症防治药品需求为导向，2018 版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增加了 12 种抗肿瘤
新药和丙肝的治疗药物。
二是研究制定一系列癌症治疗的
临床路径和用药指南，明确了对新型抗
肿瘤药物在病理、特护用药等方面的指
导要求。
三是和国家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一
起，研究完善抗癌药物配备使用的管理
政策。17 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物费用
不纳入总额控制范围，对合理使用的费

重点，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
保。要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发挥好
对医疗服务和医药市场健康发展的牵
引作用。高标准建设全国统一、高效、
兼容、便捷的信息系统，强化信息化对
医保运行、管理、服务的支撑功能。要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树立起新系统的新形象。

用按规定单独核算保障。
2018 年 10 月下旬，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下发了《关于做好 17 种国家
医保谈判抗癌药配备使用工作的通
知》，要求有登记肿瘤科的三级综合医
院和各级肿瘤专科医院，根据临床需求
及时配备谈判药品，而且要求每周要报
送采购和使用进展。截至 1 月 3 日，全
国 1386 家医院上报了抗癌药采购和使
用的相关数据，目前全国已使用 60 多
万盒抗癌药，减轻了癌症患者的用药负
担。

随着各地陆续公布 2018 年人口
数据，有研究机构、专家预测，2018 年
全国出生人口将出现明显降幅，新生
儿数量或跌破 1500 万，较 2017 年减
少 200 万。
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卫健委新年首
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宋树立对此
回应说，国家卫健委一直在对人口数
据持续监测，具体数据有关部门近期
会公布。她同时指出，生育问题影响
因素较多，例如育龄妇女规模、婚育年
龄、经济社会因素等，是多方面的，
“这
两年我们看到二孩的出生比始终保持
在 50%左右，也就是说，二孩政策所产
生的积极意义在持续释放出来。我们
也会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加强研
究，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的促进
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
接，加强人口发展。”

会同 12 部门加快落实
仿制药供应保障
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
绍，我国近半数省份启动了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试点，绝大多数省份印发了
按病种收费、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相
关文件。他特别指出，国家卫健委会
同 12 部门，加快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
和使用政策；同时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牵头制定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配
套工作的方案。配合医保部门做好异
地就医结算和支付方式改革等工作，
也在积极推动落实 17 种国家医保谈
判的抗癌药进医院，全年应急救助危
重症患者 8 万余人。

以儿童用药等为试点
开展临床用药综合评价
宋树立回应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去
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如何去完
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时指出，下一步
要做的是研究推进国家基本药物的供
应保障综合试点，要促进临床的优先
使用，主要是促进上下用药的衔接，保
证城市和乡村、医院和社区对国家的
基本药物都能用得上。把政策落实到
位，既让城市和乡村、医院和社区都能
用得上，同时国家社会和群众也要负
担得起。加快形成以临床价值和需求
为导向的国家药物政策部门会商联动
机制，以儿童用药、心血管病、抗肿瘤
药物等为试点，开展临床用药综合评
价。
综合新华社、央视、中新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