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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要“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
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运行机制。” 我省是农
业大省，农村人口多，对医疗卫
生服务的需求量很大，群众看病
就医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如何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问
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12月12日，省卫生厅厅长张
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解决群
众看病就医难问题，现象反映在
大医院，根本原因是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较弱、服务
水平较低，也就是老百姓所讲的

“看不好病”问题。要切实解决这
一问题，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健全
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
行机制， 不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不断改进服务方式，为
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
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一是继续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 合理调整增补药物目录，完
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保障药物
的供应配送，加强基层医务人员
基本药物知识培训，加大改变群
众用药习惯的宣传力度，促进基
本药物合理使用。

二是继续深化人事分配制
度改革。 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
制。健全竞争上岗、按岗聘用、合
同管理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
竞争性用人机制。完善以服务质
量数量、患者满意度、任务完成
情况和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等作
为主要考核内容的绩效考核制

度，在此基础上，完善激励分配
制度，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体现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三是完善稳定长效的多渠道
补偿机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
多渠道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成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转和发展
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要进一步落
实财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
项补助经费， 完善财政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运行的补助政策，保
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全面
落实一般诊疗费。除此以外，还要
充分发挥医保支付的补偿作用。

四是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调整明确中心乡
镇卫生院的布局及功能定位，加
强建设，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区域
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和指导
中心。加强网底建设，逐步解决
村卫生室设置上的空白村和乡
村医生老龄化问题，建立乡村医
生进退机制，加强村卫生室建设
和乡村医生培养、培训，筑牢网
底。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和卫生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管
理水平。逐步完善县、乡、村农村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立分
级诊疗、双向转诊良性互动的医
疗服务机制，实现农村居民看病
就医的方便、快捷、安全和有效。

五是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模式。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的联系，鼓励基层医务人员
开展主动服务、上门服务，在乡
镇卫生院逐步推行全科医生团
队服务，在村卫生室有序推进乡
村医生签约服务，从而使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覆盖到城乡
的角角落落，把服务的触角延伸
到城乡的每一个居民。

湖南实践

闯入“以药补医”改革深水区

医药领域的弊端太多，取消“以药
补医”，只是医改的一个开始。作为一
个市民，希望以此为开端，将“药难吃”
的问题，逐步变成“良药苦口利于病”。

———株洲市民 张书乐

2011年1月1日起， 蓝山县乡镇卫
生院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
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从此乡镇卫生院
赖以生存的“以药补医”途径“寿归正
寝”，乡镇卫生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基本医疗业务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减少老百姓用药误区，老百姓就医

更有阶梯性；取消“以药补医”后，财政
给予配套资金， 部分乡镇卫生院死里
逃生，恢复了生机。

———蓝山县竹管寺中心卫生院
院长 封举林

长期以来， 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
结构不合理，“以药补医” 机制一定程
度上刺激了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多用

药、用高价药，损害了公立医院的公益
性， 损害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
会形象。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医院
管理者，非常支持国家改革，希望能提
高服务价格，体现医生价值，同时推进
医保支付方式等多方面改革。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向 华
教授

本报记者 段涵敏

广遭诟病的“以药补医”机制，正
在医改这场大“手术”中，逐渐从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剥离废除。

看病贵， 主要原因是药价虚高。
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化医
改重大部署后，我省迅速行动，加快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彻底破除基层“以药
补医”机制。2010年1月完成了首轮基
本药物招标工作并挂网运行， 中标药
品品规2446个， 中标价格平均下降了
51.48%。

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 我省从
纵横两个方向不断扩大基本药物制度
覆盖面。横向，逐步向非政府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延伸， 如湘潭市以购买服
务的方式将非政府举办的7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纳入实施范围， 增加受益
群众30余万人。

纵向，“改革” 的触角向下延伸到
村卫生室，向上延伸到县级公立医院。

截至目前，全省村卫生室基本药物
制度实施率达到92.35%。2012年，我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村卫生室）全面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每年减少的药品
加成收入超过10亿元。这意味着，为老
百姓减轻医药费用的负担10亿元。

县级公立医院是满足人民群众看
病就医最直接、最重要的场所，是县域
内的医疗卫生中心。从我省的情况看，

县级公立医院服务县域居民达5670万
人，省县级公立医院的床位规模、服务
量占了全省医疗服务资源的二分之
一。

从2012年12月开始， 我省茶陵
县、炎陵县等8个试点县市所属26家县
级医院（县级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 相继启动实施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工作。2014年年初， 株洲市市直7
家公立医院和省直中医院也将相继启
动取消“以药补医”。

改革前， 公立医院的收入渠道主
要有3个，一是医疗服务收费，二是药
品加成收入，三是政府补助。破除“以
药补医”就是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
零差率销售。

药品加成取消了， 这个缺口怎么
补？省卫生厅医改办副主任、政策法规

处处长王湘生介绍， 这就带动了补偿
机制等一系列综合改革。我省按照“群
众负担不增加、医院发展不受影响、医
务人员待遇不降低、政府（医保）能够
承受”的基本原则，采取以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为主、 政府补助和医院内部消
化为辅的方式，也就是：取消药品加成
减少的收入，80%通过调整偏低的医
疗服务价格来弥补， 其余20%通过医
院内部消化和政府补助解决， 调整后
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按政策纳入新农
合和医保支付范围， 门诊一般诊疗费
提高部分全部由医保、 新农合基金支
付，不增加患者实际医药费负担。

目前，我省8个试点县医疗服务调
价总幅度约为30%， 其中护理费上调
约20%，治疗费、手术费上调25%，中
医特色服务费上调50%、CT检查费下

调10%。历经数十年的“以药补医”机
制得以彻底改变， 也是对医务人员技
术劳务价值长期偏低的重大突破。

王湘生说，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
服务价格结构不合理， 如技术含量高
的诊疗费、 手术费、 护理费等价格偏
低，而大型设备和部分检查、化验等项
目价格偏高。 省物价主管部门专门下
发了医药价格改革指导意见， 各试点
县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
以2011年药品合理差价为基数， 适当
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
查费、护理费、手术费以及中医特色服
务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降低大型医
用设备检查价格， 降低高值医用耗材
价格。

通过近一年的改革探索， 各试点
县市改革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初
步达到预期目标。26家试点医院与去
年同期相比，门急诊人次增长15.49%，
出院人次增长14.14%， 门诊次均费用
和出院病人次均费用分别下降2.09%、
2.28%。同时，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动价
值也一定程度得到回归。 试点医院门
诊和住院次均药品费用同比分别下降
了6.47%、14.74%，门诊和住院次均医
疗服务费用同比分别提高10.63%、
17.22%。

王湘生介绍， 围绕取消“以药补
医” 机制而带动的一系列县级公立综
合改革，将逐步实现全省覆盖，同时为
整体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探索和积
累宝贵的经验， 为城市大医院的改革
创造条件，解决老百姓看病贵难题。

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
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决定》摘要 高端访谈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访省卫生厅厅长张健

群众热议

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
院对医务人
员女性工作
服 加 以 改
进 ， 在脖子
系上了漂亮
的 小 丝 巾 ，
给病人以温
馨 的 感 觉 。
（资料图片）

刘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