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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药品短缺往往是市场机制引发的相对短缺袁如生产亏损尧生产周期长导致供应减少及成

本高尧利润低袁既有药品定价的原因袁也有生产流通环节的问题遥 药品短缺问题已经影响到临床治
疗的安全和公众的健康袁因此袁建立我国短缺药品的预警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袁政府制定相关的刺
激政策是至关重要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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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药品短缺的出现频度及严重程度呈上升

碳酸氢钠溶液是碱性溶液袁 在贮存过程中与丁基橡

趋势遥一些临床必需药品发生短缺而贻误抢救和治疗

胶塞表面的硫化物微粒接触会产生絮状沉淀袁 导致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遥 例如袁一种心脏

澄明度很难控制袁因此不少厂家相继停产袁造成 缘豫

病手术时用的普通常用必备药鱼精蛋白注射液袁圆 个

碳酸氢钠供应短缺袁 遇到此类问题的还有北京紫竹

多月前突然被曝出现全国性野缺货冶袁全国目前仅上海

药业生产的孕三烯酮尧 上海华联制药生产的环磷酰

一家企业生产袁数十家医院表示多例心脏病体外循环

胺等遥

手术已被迫暂停尧推延袁多名患者野命悬一针冶遥 这种情

渊二冤原材料短缺

况在我院近年也时有发生渊表 员 列出了我院长期缺货

圆园园苑 年国家整顿血液制品企业袁提高产品标准袁

的药物品种冤遥 据了解袁药品短缺既有原料供应原因袁

实施批签发和原料血浆检疫期制度等袁导致了以血浆

也有生产工艺的改变尧定价过低尧企业不愿意生产尧利

为原料的各种血液制品如人血白蛋白尧破伤风免疫球

益博弈等因素袁北京大学戴岱等 咱员暂的研究也证明我国

蛋白的供应急剧减少袁影响了临床的正常使用遥

确实存在药品短缺现象遥 药品短缺问题已经影响到临

渊三冤药品定价和招标因素

床治疗的安全和公众的健康袁已成为医疗机构管理者

由于国家调整价格导致药品利润急剧下降袁厂

面临的严峻问题遥 为应对药品短缺袁保障卫生事业中

家不愿意再生产遥 如天津药业焦作有限公司生产的

的用药需要袁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袁对医药生产尧

辅酶 粤 冻干粉渊每支 员园园 哉冤袁该药的原零售价为每

流通尧使用进行规范袁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理药品短缺
问题的方法袁从而及时掌握药品短缺信息袁有效解决
药品短缺问题遥

一尧药品短缺的成因分析

支 猿援怨圆 元袁圆园园苑 年国家将其零售价调整为每支 园援源员
元后袁厂家停止了该药品的生产袁造成医院该种药品

短缺 咱圆暂遥 一些临床普遍使用的廉价药品价格已很低袁
几乎无利润袁招标价格厂家不能接受袁拒绝供货曰此
外袁还有一些企业或商业公司参加招标时袁为了能中

我国药品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引发的短

标袁恶意压低价格袁而中标后又供应不上或不供应袁

缺袁如生产亏损尧生产周期长导致供应减少及成本高尧

造成野中标死冶的情况遥 表 员 中列出的强心剂去乙酰

利润低等袁其中既有药品定价的原因袁也有生产流通
环节的问题及医院购进使用的问题遥

毛花苷尧毒毛花苷 运 为临床上常用药品袁虽然在治

疗心力衰竭上有野米力农冶等药物可以替代袁但野米力

渊一冤行业标准的改变

农冶的价格高达一两百元袁这些廉价药的短缺袁给重

自 圆园园源 年起国家规定使用丁基橡胶塞袁而 缘豫

症病房中的患者带来的影响非常严重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员原园怨
作者简介院张海波渊员怨远猿原 冤男袁山东威海人袁硕士袁主任药师袁研究方向为药物经济学与药物利用遥

品名
鱼精蛋白
维生素 运员
去乙酰毛花苷
安乃近
普萘洛尔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氟哌利多
磺胺嘧啶银乳膏
庆大霉素
碳酸氢钠片
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辅酶 粤 冻干粉
硫软膏
奋乃静
氯霉素滴眼液
毒毛花苷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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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期部分廉价短缺药品及原因分析
规格

缘 皂造 颐 缘园 皂早 辕 支
员 皂造 颐 员园 皂早 辕 支
园援源 皂早 辕 支
圆 皂造 颐 园援缘 早 辕 支
员园 皂早 伊 员园园 片 辕 瓶
员 皂造 颐 缘 皂早 辕 支
员 皂造 颐 缘 皂早 辕 支
圆 皂造 颐 缘 早 辕 支
缘园园 早 辕 瓶渊员豫冤
圆 皂造 颐 愿 万 哉 辕 支
园援缘 早 伊 员 园园园 片 辕 瓶
圆园 皂早 伊 圆源 片 辕 盒
员园园 哉 辕 支
圆缘 早 辕 盒
圆 皂早 伊 员园园 片 辕 瓶
愿 皂造 颐 圆园 皂早 辕 支
员 皂造 颐 园援圆缘 皂早 辕 支

生产厂家
上海生化一厂
上海生化一厂
上海旭东海普
金陵药业金陵制药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
芜湖康奇
瑞阳制药
上海旭东海普
昆明圣火
南京 辕 益同 辕 金陵三药
扬州星斗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如天津药业
上海佳运黄埔制药
南京白敬宇制药
合肥利民制药
上海信谊制药

价格渊元冤
园员园援缘园
园园园援愿源
园园猿援远园
园园园援圆猿
园园员援远园
园园园援圆员
园园园援圆怨
园园圆援园园
员愿源援园园
园园园援猿苑
园园员援圆园
园园员援员园
园园园援源员
园园圆援怨园
园园员援苑园
园园员援园园
园园猿援源园

缺药原因
原料短缺尧生产工艺改变
原料短缺尧价格倒挂
原料短缺尧价格偏低
价格倒挂
原料短缺尧价格倒挂
原料短缺尧价格过低
原料短缺尧价格过低
原料短缺尧罕见病用药
罕见病用药
原料短缺尧价格过低
微利药尧流通公司不愿经营
厂家不生产尧用量少
定价过低
原料短缺尧有效期短
原料短缺尧价格倒挂
郧酝孕 未达标
原料短缺尧价格偏低

渊四冤罕见病罕用药

药纳入国家储备范围袁以满足用药需求遥必要时对药

部分罕见病用药渊又称孤儿药冤供应量有限袁遇

物生产厂家进行补贴袁由医保部门组织集中采购袁或

突发事件则供应不足袁如 粤 型肉毒抗毒素尧乙酰胺尧

者由政府出资采购作为基本药物储备袁 保证药品常

氯喹尧吡喹酮袁由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低袁发病人群

态供应遥

较少袁用量较少袁导致生产厂家少袁很多罕见病患者

渊三冤对药品短缺问题进行相关的立法

只能选择昂贵的进口药或者无药可用遥

目前袁在处理药品短缺时生产尧流通尧使用部门

渊五冤郧酝孕 不达标停产

各行其是袁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袁我们建议袁借鉴

由于生产企业没有达到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国际通用做法袁如美国于 员怨愿猿 年专门制定了叶孤儿药

范曳规定的标准袁致使药品供应不足袁如合肥利民制

品法曳袁 以法律的形式为罕见病药品开发提供财政鼓

药生产的氯霉素滴眼液袁价格只有 员 元袁而市场上替

励袁包括减免税和给予 苑 年的市场独占期遥 这种做法

诊断用药荧光素钠也是类似情况遥

国早在 员怨怨怨 年出版的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曳就提到

代药物渊添加玻璃酸钠冤价格增加了 愿 倍左右袁眼科
渊六冤疾病大规模流行致药品供不应求

这种情况比较特殊袁但爆发时影响很大袁药品的

大大促进了美国国内罕见病用药的开发和提供咱猿暂遥 我
罕见病和治疗的新药袁 但至今未对其进行明确的界
定袁采取的刺激政策作用也并不明显遥一些制造厂家

需求量突然增大袁导致药品的供应不足遥 如在 圆园园愿

停止生产没有足够商业回报的药品袁 人为地造成了

年全球甲型流感大规模流行时袁瑞士罗氏公司生产

药品缺货袁国家却无法对其采取相应措施袁其根本原

的奥司他韦片渊达菲冤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袁而进口

因是袁我国对短缺药品没有相关立法袁医药企业没有

数量有限袁导致药品短缺遥

考虑作为一个医药生产企业的社会职责袁 因此建立

二尧解决药品短缺问题的应对策略
渊一冤政府应成立相关机构负责短缺药品处理和
协调工作

相关法律体系是必要的遥
渊四冤进行定价机制的改革
鱼精蛋白风波背后隐现的仍是计划与市场之间
的博弈袁市场需要不断依供求关系调整价格袁但缺乏

建立相应管理制度袁开展信息收集尧调查尧分析尧评

弹性的现行机制显然已无法满足遥若不改革袁类似的

估尧反馈袁指导生产企业投入或恢复短缺药品的生产袁

问题肯定还会不断产生袁简单的低价政策袁在企业的

督促经营企业开展短缺药品的调拨和配送工作遥

野倒逼冶中注定无法为继遥 对一些没有替代的经典老

渊二冤建立和完善国家药品储备制度

药袁有关部门联合起来重新定价已刻不容缓袁对一些

构建临床药品供应应急机制袁将需求不稳定尧产

改头换面重新上市的老药袁 定价时要充分考虑其药

需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抢救用药尧廉价药品尧罕见病用

物经济学价值袁调查其野价效比冶袁即价格上升是否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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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同样提升袁患者多花的钱是否物有所值遥
赵志刚等

咱源暂

对全国 员员 个省市临床用药供应短

窑员员苑窑

产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遥
综上所述袁 建立我国短缺药品的预警和管理制

缺的现状进行了调研袁短缺品种达 源园怨 种袁大多是利

度势在必行袁政府制定相关的刺激政策至关重要 咱缘暂遥

品袁短缺的品种以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和作用于神

患者用药和健康状况袁实施罕用药尧廉价药倾斜政策

经系统的药物为最多遥 目前我国的医药管理格局十

是必须的遥罕用药尧廉价药倾斜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政

分复杂袁药品短缺有药品定价的原因袁也有原材料短

府矫正市场失灵尧 促进全民健康和维护社会公平职

缺的问题袁生产流通环节的利益博弈可能是问题的

责的发挥遥 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袁 规范医药行

关键遥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袁包括药品招

业袁是处理药品短缺问题的当务之急遥

润较低的普通药品袁或销量不大的治疗罕见病的药

国外的经验证明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袁要改变罕见病

标采购尧降低药价尧限制大处方尧实行严格的抗菌药
物使用管理规定等袁但药价虚高和短缺的矛盾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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