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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额保障老年患者在基层公平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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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全额保障老年患者在基层公平享有、合理使用基本药物费用政策提供可行

要院

分析其
以南京市江宁区参加职工医保的 远缘 岁以上老年患者就诊的数据为来源，

的管理策略。

基本药物使用的状况和主要疾病病种的构成。

调节水、
电解质及
老年患者主要以抗微生物药、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
酸碱平衡药、
内科用药（中成药）和心血管系统用药为主；
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
用药经济负担较重。
系统疾病以及损伤骨折等；

提高可获
应加强老年人常用基本药物的配备，

提高基层医疗
得性；
实施分类管控，
最大程度地减轻使用基本药物的经济负担；
规范医师用药行为，
加强用药知识宣教，
发挥社区药学服务的作用。
机构合理用药的水平；
关键词院基本药物曰职工医保曰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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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渊宰匀韵冤提出基本药物的定义为
野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袁在任何时候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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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重 咱圆暂遥 政府的医疗保险政策袁养老福利政策是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袁 由于老年人的经济

足够的数量和适宜的剂型袁其价格是个人和社会能

负担能力有限袁 全额保障老年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

够承受得起的药品遥 冶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国

公平享有尧 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政策是保障老年人健

咱员暂

家药物政策的核心袁我国自 圆园园怨 年开始推进国家基

康袁提高老年人福利袁增强社会幸福感的重大举措遥

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袁圆园员猿 年底基本药物制度已覆盖

然而袁实施全额保障老年患者在基层公平享有尧

全国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及 愿园豫以上的村卫

合理使用基本药物袁 亟需制定适合的管理策略遥 首

全额保障老年患者公平享有尧合理使用基本药

药物的可获得性袁即根据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袁

物袁是指进一步促进 远缘 岁以上的老年患者人人可获

有针对性地在基层医疗机构增加治疗相应疾病的基

得安全尧有效的基本药物袁缩小老年人在基本医疗服

本药物的品种配备曰其次袁应采取适当的配套措施袁

务可及性上的差距遥 具体措施为院在现有国家基本

提高老年人合理使用基本药物的水平袁 同时注意防

药物政策实施的基础上袁通过增加专项财政投入袁全

范道德风险遥

生室遥

额保障老年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药物
的费用遥

圆园园园 年我国 远缘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

重超过了 苑豫袁正式步入老年社会遥 随着人口老龄化
的加速袁老年人口的增长袁社会养老保障面临的负担

先袁 应提高老年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本

一尧资料与方法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现场袁 从市医保中心数据库
中提取 圆园员圆耀圆园员猿 年该区参加职工医保的 远缘 岁以

基金项目院国家卫计委药政司野关于老年人享用基本药物制度研究冶袁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野福利多元视角下的社会服务支
持体系研究冶渊员源杂匀月园园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员原圆愿
作者简介院李

歆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男袁江苏武进人袁博士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药事管理与政策曰冷明祥渊员怨缘缘原 冤袁男袁江苏镇江人袁

教授袁硕士生导师袁研究方向为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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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渊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尧乡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渊圆园员圆 年版冤收载袁员员 种药物为江

镇卫生院等冤就诊的门诊与住院电子记录袁对所获数

苏省增补基本药物目录收载遥 其中袁抗微生物药尧调

据进行整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袁通过对其基层就诊

节水尧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尧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和心

和用药状况的分析袁对建立全额保障老年患者在基

血管系统用药四大类使用频次所占比例较高袁圆园员圆

层公平享有尧合理使用基本药物的管理策略提供实

年和 圆园员猿 年分别达到了排名前 圆园 位药品总频次的

愿圆援园源豫和 苑远援愿圆豫遥 调节水尧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的

证依据遥

二尧结

比例较大说明门诊患者采用输液治疗的频次较高袁

果

此类药物用量较大遥对药品费用进行分析袁抗微生物

渊一冤老年患者在基层门诊使用的基本药物种类
及其药品费用分析
对江宁区 圆园员圆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远缘 岁以上患者门

诊所使用的基本药物的种类和药品费用进行了描述
性统计分析袁对使用频次和费用在前 圆园 位的基本药

药尧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尧心血管系统用药和调节水尧
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所占比例较高袁圆园员圆 年和 圆园员猿

年这 源 种药物的费用总和分别占了排名前 圆园 位药

品总费用的 愿猿援圆园豫和 苑愿援怨圆豫遥 由此反映出 远缘 岁以
上门诊患者药品使用频次和药品费用主要集中在抗

物进行了排序袁 结果见表 员遥 可以看出袁圆园员圆 年和

微生物药尧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尧心血管系统用药和调

名前 圆园 位的药品均为基本药物袁其中有 怨 种药物为

渊二冤老年患者在基层住院使用的基本药物种类

圆园员猿 年江宁区 远缘 岁以上患者基层门诊用药频次排

节水尧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遥

表 员 圆园员圆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远缘 岁以上患者在基层门诊基本药物使用频次渊排名前 圆园 位冤和费用情况
圆园员圆 年用药类别
圆园员猿 年用药类别
费用 咱元渊豫冤暂
费用 咱元渊豫冤暂
频次渊占比冤
频次渊占比冤
及药物通用名
及药物通用名
圆愿 怨苑圆渊圆员援圆源冤 员 远愿圆 怨愿源援缘猿渊圆圆援员愿冤
猿园 苑员怨渊圆远援猿愿冤 圆 源园员 员猿猿援员愿渊猿圆援苑源冤
抗微生物药
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远源源 苑远怨援愿愿渊怨援园怨冤园
怨 苑怨怨渊苑援愿苑冤园
苑 远怨园渊远援远园冤园 员 员猿园 员愿远援园园渊员缘援源员冤
头孢唑肟
血栓通注射液
猿缘源 圆圆猿援员园渊源援愿猿冤园
缘源圆 猿源园援苑员渊苑援远源冤园
愿 缘缘怨渊远援愿苑冤园
缘 愿圆远渊缘援园园冤园
头孢克肟
血塞通注射液
缘园猿 圆缘远援愿园渊远援愿远冤园
员圆猿 怨源缘援苑苑渊员援苑缘冤园
猿 园猿圆渊圆援源猿冤园
缘 苑怨愿渊源援怨愿冤园
依替米星
脑心通胶囊
圆猿圆
猿缘猿援缘园渊猿援员苑冤园
员苑猿 园怨愿援苑怨渊圆援源源冤园
圆
苑缘猿渊圆援圆员冤园
猿
远苑圆渊猿援员缘冤园
头孢呋辛
麝香保心丸
源缘 愿园园援远苑渊园援远圆冤园
愿怨 源源员援圆缘渊员援圆远冤园
圆 猿员猿渊员援愿远冤园
猿 园员缘渊圆援缘怨冤园
头孢唑林
奥硝唑
源园 愿愿员援远怨渊园援缘远冤园
圆愿 缘苑远渊圆圆援怨源冤 员 缘园苑 缘源远援苑愿渊圆员援圆缘冤
圆 源苑苑渊圆援员猿冤园
左氧氟沙星
调节水尧电解质及
怨源 源猿员援源圆渊员援圆怨冤园
圆 圆源员渊员援怨圆冤园
奥硝唑
酸碱平衡药
员园缘 源猿苑援怨缘渊员援源源冤园
员怨 怨源怨渊员远援园圆冤 员 园源圆 源源源援远缘渊员源援远怨冤
猿园 缘猿员渊圆远援圆圆冤
调节水尧电解质及
氯化钠
源远缘 员园圆援员猿渊远援缘缘冤园
愿 远圆苑渊远援怨猿冤园
酸碱平衡药
葡萄糖
苑源 怨员园援园源渊员援园圆冤园
圆猿 苑猿圆渊员怨援园缘冤 员 缘愿愿 员源苑援远缘渊圆圆援猿愿冤
圆员 猿圆猿渊员愿援猿员冤
氯化钠
抗微生物药
缘远源 园缘愿援员怨渊苑援怨缘冤园
猿园 缘圆苑援怨员渊园援源圆冤园
园愿 缘愿苑渊远援愿怨冤园
怨 圆园愿渊苑援怨员冤园
葡萄糖
头孢唑肟
源缘苑 怨猿怨援员怨渊远援源缘冤园
圆园 缘源远渊员苑援远缘冤 圆 园员苑 远怨怨援苑园渊圆苑援缘圆冤
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苑 圆员愿渊缘援愿园冤园
头孢克肟
猿远圆 园远圆援愿园渊缘援员园冤园
愿 愿圆猿渊苑援缘愿冤园 员 园源员 猿圆园援园园渊员源援圆园冤
血栓通注射液
缘 猿园园渊源援圆远冤园
依替米星
源怨远 园缘远援远园渊远援苑远冤园
圆园源 园愿苑援源苑渊圆援愿愿冤园
远 缘苑愿渊缘援远缘冤园
血塞通注射液
圆 远圆苑渊圆援员员冤园
左氧氟沙星
怨猿园 圆苑愿援员苑渊员猿援员员冤
猿员圆 远怨缘援圆园渊源援圆远冤园
脑心通胶囊
心血管系统用药
圆 远缘猿渊圆援圆愿冤园
员远 怨圆源渊员猿援缘怨冤
猿苑苑 圆愿员援员源渊缘援猿圆冤园
员远苑 远圆苑援怨园渊圆援圆怨冤园
麝香保心丸
圆 源怨圆渊圆援员源冤园
氨氯地平
苑 源员愿渊缘援怨远冤园
猿愿源 圆苑源援苑怨渊缘援源圆冤园
员猿 苑圆远渊员员援苑怨冤 员 员圆猿 愿远怨援员园渊员缘援猿猿冤
心血管系统用药
缬沙坦
缘 愿猿怨渊源援远怨园冤
源猿愿
远园怨援员园渊缘援怨愿冤园
员远愿 苑圆圆援圆源渊圆援猿愿冤园
氨氯地平
远 员圆愿渊缘援圆远冤园
非洛地平
猿 远远苑渊圆援怨源冤园
源圆怨 园猿园援远园渊缘援愿缘冤园
远远怨 园猿园援员怨渊怨援源猿冤园
缬沙坦
源 苑怨远渊源援员圆冤园
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 员圆 园缘源渊怨援远愿冤园
圆缘远 圆圆怨援源园渊猿援源怨冤园
圆缘怨 苑猿源援缘园渊猿援远远冤园
非洛地平
圆 愿园圆渊圆援源员冤园
地塞米松
缘 圆缘缘渊源援圆圆冤园
圆怨圆 远愿苑援愿圆渊源援员猿冤园
神经系统用药
重组人胰岛素
猿 怨怨圆渊猿援圆员冤园
员 园愿怨 园缘圆援园园渊员源援愿缘冤
员员远 远园苑援愿苑渊员援远源冤园
员园 员园缘渊愿援远愿冤
丹参酮域粤
阿卡波糖
圆 愿园苑渊圆援圆缘冤园
缘缘愿 员怨源援苑苑渊苑援远员冤园
愿 缘愿源渊苑援猿苑冤园
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
神经系统用药
员愿 源园怨援圆苑渊园援圆缘冤园
源远苑 园苑员援愿源渊远援缘愿冤园
缘 圆圆怨渊源援源怨冤园
地塞米松
丹参酮域粤
员员 愿源圆渊怨援缘员冤园
缘猿怨
苑愿缘援缘园渊苑援猿远冤园
猿
猿缘缘渊圆援愿愿冤园
重组人胰岛素
骨伤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镇痛尧解热尧抗炎尧
抗风湿尧抗痛风药
复方盐酸伪麻黄
碱缓释胶囊

圆 圆员怨渊员援怨员冤园

猿苑 缘园愿援猿怨渊园援缘员冤园

关节止痛膏
治疗精神障碍药
美托洛尔

圆 缘员远渊圆援园圆冤园

员园怨 猿愿愿援员猿渊员援缘源冤园

圆 源缘猿渊员援怨苑冤园

圆缘园 猿圆远援苑源渊猿援缘猿冤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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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药品费用分析
笔者统计了江宁区 圆园员圆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远缘 岁以

上老年患者在基层住院所使用的基本药物种类和药
品费用袁对使用频次和费用在前 圆园 位的基本药物进
行了排序袁见表 圆遥 可以看出袁圆园员圆耀圆园员猿 年 远缘 岁以
上住院患者使用频率较大的基本药物为调节水尧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药尧抗微生物药和内科用药渊中 成

窑猿窑

性疾病住院所需药品费用较高袁 老年人易患的高血
压尧急性胆囊炎尧支气管炎等病种所产生的次均药费
也较高袁给老年患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遥

三尧 讨论与建议
渊一冤加强老年人常用基本药物的配备袁提高老
年人在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

药冤袁且这几类药物大部分为注射剂型曰而药品费用

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被视作基本人权和健康权

较高的基本药物为抗微生物药和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的一部分 咱猿暂袁保证老年人在任何时间都能获得足量

等袁反映出这两类药物不仅需求量大袁而且价格较
高袁给老年人造成较大的用药经济负担遥

和适宜剂型的基本药物袁即基本药物是可获得的袁是
实施该项政策的一项最基本要求遥 为了有针对性地

渊三冤老年患者基层住院的病种及费用分析

提高老年人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可获得

从表 猿 可以看出袁就基层就诊状况而言袁困 扰

性袁 被政府全额保障的基本药物应向老年人使用频

病尧呼吸系统疾病尧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损伤骨折等遥

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信息 分

江宁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疾病主要是心脑血管疾
从各病种的药品费用和平均药品费用来看袁治疗慢

率较高的基本药物进行倾斜遥综合江宁区 远缘 岁以上
析袁 在老年人公平享有基本药物政策实施过程中应

表 圆 圆园员圆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远缘 岁以上患者在基层住院基本药物使用频次渊前 圆园 位冤及费用情况
圆园员圆 年用药类别
圆园员猿 年用药类别
费用渊元冤
频次渊占比冤
费用渊元冤
频次渊占比冤
及药物通用名
及药物通用名
圆圆 猿远怨渊源员援圆苑冤 员 远愿圆 源远远援愿缘渊缘远援园圆冤
调节水尧电解质
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缘猿 园远苑援怨圆渊圆援园圆冤园
员怨 缘缘愿渊猿怨援猿圆冤
及酸碱平衡药
愿苑圆 园怨猿援园园渊圆怨援猿员冤
员圆 圆愿猿渊圆猿援园愿冤
尪痹颗粒渊片冤
猿愿员 缘苑怨援远苑渊员圆援愿圆冤
猿 猿猿苑渊远援圆苑冤园
氯化钠
血栓通注射液鄢
猿缘 员远猿援圆园渊员援猿源冤园
员圆 猿圆园渊圆源援苑苑冤
员源缘 源远园援圆猿渊源援愿怨冤
圆 圆缘苑渊源援圆源冤园
葡萄糖
血塞通注射液鄢
远 园园怨渊员圆援园愿冤
员缘 怨缘源援园猿渊园援远员冤园
员愿源
源愿圆援远园渊远援圆园冤园
圆
员园园渊猿援怨缘冤园
氯化钾
醒脑静注射液
苑源源渊员缘园冤园
猿猿园援远园渊园援园员冤园
缘愿 源猿远援缘缘渊员援怨远冤园
员 员员猿渊圆援园怨冤园
葡萄糖氯化钠
天麻素注射液
源愿缘渊园援怨苑冤园
员 远圆园援园怨渊园援园远冤园
员缘 源缘猿援圆园渊园援缘圆冤园
源怨员渊园援怨圆冤园
抗微生物药
通心络胶囊
愿 缘怨源渊员苑援圆愿冤 员 员圆园 员猿缘援缘员渊源圆援缘缘冤
怨 缘园愿援源园渊园援猿圆冤园
猿愿猿渊园援苑圆冤园
头孢唑肟
愿缘缘 愿员猿援圆园渊猿圆援缘员冤
麝香保心丸
源 缘愿猿渊怨援圆员冤园
依替米星
缘远 远员缘援怨员渊员援怨园冤园
员怨 远员猿渊猿远援愿远冤
调节水尧电解质及
员远猿 远苑愿援圆园渊远援圆圆冤园
员 怨缘猿渊猿援怨猿冤园
头孢呋辛
酸碱平衡药
源园 缘源园援远猿渊员援缘源冤园
苑缘员渊员援缘员冤园
源圆 怨圆缘援愿圆渊员援源源冤园
员源 园园员渊圆远援猿员冤
奥硝唑
氯化钠
猿缘 苑源苑援员园渊员援猿远冤园
苑员愿渊员援源缘冤园
员圆 缘苑苑援远员渊园援源圆冤园
源
远缘猿渊愿援苑源冤园
阿洛西林
葡萄糖
圆源 猿缘远援猿愿渊园援怨猿冤园
缘愿怨渊员援员愿冤园
圆员愿援园缘渊园援园员冤园
远员怨渊员援员远冤园
神经系统用药
氯化钾
苑圆怨 员源苑援缘园渊圆苑援苑园冤
愿 源愿圆渊员苑援园缘冤
愿怨源援源猿渊园援园猿冤园
猿源园渊园援远源冤园
丹参酮域粤
葡萄糖氯化钠
缘缘怨 苑苑员援愿园渊圆员援圆远冤
缘 员缘愿渊员园援猿苑冤
愿 圆远苑渊员缘援缘猿冤 员 圆员远 苑愿远援猿远渊源园援愿怨冤
吡拉西坦
抗微生物药
员远怨 猿苑缘援苑园渊远援源猿冤园
猿 猿圆源渊远援远愿冤园
缘 缘苑怨渊员园援源愿冤 员 园圆缘 缘源缘援圆圆渊猿源援源苑冤
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头孢唑肟
苑园猿 猿远怨援圆缘渊圆远援苑圆冤
愿 圆圆远渊员远援缘源冤
员愿愿 缘猿猿援缘员渊远援猿源冤园
员 怨愿猿渊猿援苑猿冤园
血栓通注射液
依替米星
猿苑员 怨缘圆援愿园渊员源援员猿冤
猿 源员圆渊远援愿远冤园
圆 缘员苑援园苑渊园援园愿冤园
猿苑园渊园援苑园冤园
血塞通注射液
左氧氟沙星
员源猿 怨远员援园园渊缘援源苑冤园
圆 圆愿远渊源援远园冤园
醒脑静注射液
员怨园援缘远渊园援园员冤园
猿猿缘渊园援远猿冤园
头孢唑林
员圆苑 怨园愿援员园渊源援愿远冤园
员 源苑员渊圆援怨远冤园
天麻素注射液
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
缘怨 缘源苑援猿缘渊圆援圆远冤园
员 园缘苑渊圆援员圆冤园
源 缘圆员援怨远渊园援员缘冤园
员 圆猿缘渊圆援猿圆冤园
呼吸系统用药
地塞米松
猿 园园远援员猿渊园援员园冤园
员 员愿员渊圆援圆圆冤园
氨茶碱
维生素尧矿物质类药
猿远园援苑缘渊园援园员冤园
员 源苑源渊圆援怨远冤园
圆 圆圆猿援远圆渊园援园苑冤园
远苑苑渊员援圆苑冤园
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
维生素 悦
苑愿圆援缘员渊园援园猿冤园
缘园源渊园援怨缘冤园
地塞米松
维生素 月远
缘 源猿圆援愿苑渊园援圆员冤园
员 猿园苑渊圆援远猿冤园
维生素尧矿物质类药
消化系统用药
猿 员苑缘援圆员渊园援员圆冤园
员 圆员猿渊圆援源猿冤园
维生素 悦
员圆 员圆员援圆源渊园援源员冤园
缘缘员渊员援园源冤园
肌苷
圆 圆猿猿援愿苑渊园援园愿冤园
远猿怨渊员援圆愿冤园
维生素 月远
外科用药渊中成药冤
怨源员援猿源渊园援园源冤园
缘苑源渊员援员缘冤园
员缘 源缘猿援圆园渊园援缘圆冤园
源园缘渊园援苑远冤园
消化系统用药
胆舒胶囊
肌苷
员愿 园缘猿援怨苑渊园援远怨冤园
愿怨园渊员援苑怨冤园
鄢院含注射用冻干粉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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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 圆园员圆耀圆园员猿 年 远缘 岁以上患者在基层住院的病种分布与药品费用状况渊前 圆园 位冤
患病人数 总药费渊元冤 平均药费渊元冤
病种
患病人数 总药费渊元冤
脑梗塞
外踝骨折
圆猿圆
愿员愿 园缘怨援远远
猿 缘圆远援员圆
怨远猿
员 缘源园 猿员愿援缘园
脑梗塞
脑梗塞后遗症
园怨圆
猿苑远 猿猿员援缘愿
源 园怨园援缘远
猿圆猿
员 员猿源 员远猿援猿远
慢性支气管炎
脑梗塞后遗症
猿员园 苑怨怨援猿苑
源 员怨怨援怨怨
员猿员
园苑源
源园员 远圆怨援远怨
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园苑员
圆苑远 愿远愿援苑园
猿 愿怨怨援缘远
园愿怨
猿怨圆 源远缘援园员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园远园
肺炎
员猿圆 缘源源援园员
猿 远愿员援苑愿
园猿远
圆员猿 缘愿苑援员员
脑供血不足
急性支气管炎
怨怨 园源苑援苑员
猿 园园员援源缘
园远圆
园猿猿
圆源园 员缘怨援缘源
急性支气管炎
脑供血不足
员园苑
愿远员援远源
猿
缘怨缘援猿怨
园猿圆
园猿园
愿猿 源猿园援愿缘
支气管炎
支气管炎
苑愿 愿猿圆援圆苑
圆 愿员缘援源源
园猿园
园圆愿
员园苑 猿愿源援园远
肺部感染
肺部感染
员园怨 圆远缘援员怨
源 圆园圆援缘员
园圆怨
园圆远
员员愿 缘苑苑援远苑
高血压病玉期
肺炎
愿员 怨园愿援远员
猿 圆苑远援猿源
园圆苑
园圆缘
员园猿 缘员圆援员源
隐性冠心病
隐性冠心病
员源猿 圆远园援源园
远 愿圆员援怨圆
园员缘
园圆员
远源 员园苑援园猿
支气管肺炎
上呼吸道感染
源源 远苑圆援员怨
圆 怨苑愿援员缘
园员源
园员缘
源圆 猿圆猿援园圆
糖尿病
高血压病域期
猿缘 苑怨圆援缘圆
圆 缘缘远援远员
园员圆
园员源
苑愿 缘源圆援园园
糖尿病
高血压病域期
猿远
员源猿援圆源
圆
苑愿园援圆缘
园员员
园员猿
猿猿 远怨圆援猿愿
原发性高血压病
慢性胆囊炎
苑愿 远源猿援圆苑
远 缘缘猿援远员
园员员
园员圆
圆苑 缘园员援园园
急性胆囊炎
上呼吸道感染
远怨 缘苑苑援愿源
远 猿圆缘援圆远
园园怨
园员员
圆猿 源园缘援缘愿
高血压病芋期
急性胆囊炎
猿圆
缘缘园援源愿
源
园远愿援愿员
园园怨
园园愿
源愿 怨愿猿援源愿
大叶性肺炎
继发性高血压
圆源 苑园远援苑远
猿 园愿愿援猿缘
园园愿
园园愿
猿怨 园园员援愿愿
肺气肿
支气管肺炎
圆缘 苑苑猿援愿猿
猿 圆圆员援苑猿
园园愿
园园愿
圆苑 怨苑愿援员源
眩晕综合征
胆囊炎
圆园 源圆员援员猿
圆 怨员苑援猿园
园园愿
园园苑
猿园 缘圆怨援愿猿
病种

平均药费渊元冤
员
猿
猿
源
猿
猿
圆
猿
源
猿
源
猿
远
猿
圆
圆
缘
源
猿
猿

缘怨怨援缘园
缘员员援猿源
园远缘援愿愿
源园怨援苑圆
缘缘怨援苑怨
愿苑猿援缘源
远园苑援圆员
缘苑怨援源苑
园愿愿援愿怨
愿猿猿援苑愿
圆苑猿援愿园
园圆猿援园苑
缘源缘援员苑
园远圆援怨源
缘园园援园怨
远园园援远圆
源源圆援远员
愿苑缘援圆源
源怨苑援圆苑
愿员远援圆猿

注意加强保证配备和供应的老年人常用基本药物为

全额保障老年人公平享有基本药物政策实施的

以下几种院抗微生物药尧内科用药渊中成药冤尧心血管

重点措施是由政府和医疗保险机构承担全部的基本

系统用药和调节水尧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遥

药物费用袁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袁避免药物资源浪

渊二冤 实施分类管控袁最大程度地减轻老年人在
基层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经济负担

费袁亟需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合理用药的水平遥从江宁
区的数据来看袁抗微生物药得到明显控制袁使用频次

基于江宁区的数据分析袁老年患者在基层就诊

和费用明显下降遥 但老年人在基层就诊所使用输液

使用的药品中袁注射剂和大输液剂型的药品占较大

剂型的基本药物占比例较大袁药品费用较高袁应制定

比例袁与口服剂型相比袁此类剂型的药品用药负担较

措施要求医师遵循合理用药的原则袁 加大口服剂型

重袁一方面提示我们袁为切实减轻老年人疾病的经济

药物的使用袁 杜绝不必要地使用输液剂型的基本药

负担袁应对基本药物的使用实施分类管控袁对老年患

物遥 如加强叶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曳和叶处方

者在基层门诊和住院使用输液剂型的基本药物的费

集曳的培训袁发放合理使用基本药物的手册袁规范和

用实施全额保障袁把政策的福利效应落到实处曰根据

监督医师合理用药遥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开展

临床用药情况袁将老年人使用的基本药物分为住院

处方和医嘱点评制度袁 通过信息系统对老年人在基

用药和门诊用药分类管理遥 对老年患者在基层医疗

层使用基本药物的情况进行回顾与分析袁 对有严重

卫生机构住院治疗使用的基本药物袁不论类别和剂

违反合理用药指南的医师进行公示尧警告和罚款遥另

型实施全额报销曰在门诊就医的袁对老年患者常见病

外袁 在各个水平上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在合理用药

多发病渊遴选出 员园耀圆园 个病种冤以及输液治疗的 基

和操作方面提供实事求是的信息袁 可借鉴印度德里

本药物品种袁实施全额报销袁对其他疾病治疗实行计

的做法袁利用互联网或社区宣传栏袁发放合理用药宣

次控量使用基本药物袁 如首次就诊的可全额报销 员

传册等袁实行公开基本药品信息的政策袁医务人员尧

品费用袁圆园 日内第 猿 次就诊的自付 员 辕 圆 药品费用或

用的信息遥

卫生服务包袁由社区家庭医生根据签约服务协议袁为

学服务的作用

个疗程的基本药物袁员园 日内再次就诊的自付 员 辕 猿 药

者使用其他药品遥 同时袁将国家基本药物列入公共
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遥

药品零售商尧 患者及普通百姓都可获知基本药物使
渊四冤加强对老年人用药知识宣教袁发挥社区药
由于政府承担了基本药物筹资的大部分职能袁

渊三冤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水平袁规

为了尽可能使有限的基本药物资源得到更高效率的

范医师用药行为袁保证老年人用药安全尧有效和经济

使用袁政府需要优化基本药物筹资资金的效率袁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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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药品使用的成本效果比袁防止药物资源的浪费遥

一位老年人建立规范尧 有效的电子健康档案和用药

基于此袁需要设计配套的制度对老年人在基层使用

档案袁 实施信息化管理袁 通过监测网络实行实时监

基本药物的过程进行一定干预袁保证基本药物能够

控袁防范不合理使用基本药物遥社区家庭医师或执业

被合理使用遥 美国的 酝藻凿蚤糟葬则藻 计划就有类似的配套

药师对老年人要定期进行随访袁 开展常见病药物治

制度袁 如 圆园园猿 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医疗照顾处方药

疗的合理用药知识宣教等遥

陨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袁葬灶凿 酝燥凿藻则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粤糟贼袁酝酝粤冤要求医疗

参考文献

改 良 和 现 代 化 法 案 渊酝藻凿蚤糟葬则藻 孕则藻泽糟则蚤责贼蚤燥灶 阅则怎早袁
保险的提供者对参加医疗照顾渊皂藻凿蚤糟葬则藻冤计划且患

有多种慢性疾病或需同时服用多种药品的受益人群
提供 酝栽酝杂 项目袁 以优化药品使用的治疗效果袁减
少药物不良事件的风险袁降低药物治疗的费用 遥 药
咱源暂

物 治 疗 管 理 服 务 渊皂藻凿蚤糟葬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咱员暂

叶

咱圆暂

马立国援 中国老年人群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利用水平

露援 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研究咱酝暂援 上海院复旦大学

出版社袁圆园园怨院缘缘
的地区均衡性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咱阅暂援 合肥院安徽医科
大学袁圆园员圆

泽藻则增蚤糟藻泽袁酝栽酝杂冤是指具有药学专业技术优势的药师

咱猿暂

务袁以帮助患者树立对药物治疗的正确认识袁提高用

咱源暂 栽澡藻 酝藻凿蚤糟葬则藻 孕则藻泽糟则蚤责贼蚤燥灶 阅则怎早袁陨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袁葬灶凿 酝燥凿藻则

对患者提供用药教育尧咨询指导等一系列专业化服
药依从性袁发现和预防药物不良事件和不合理用药

源冤咱圆园员园原员圆原园愿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糟皂泽援澡澡泽援早燥增 辕 酝酝粤哉责凿葬鄄

现象的出现 遥 当然袁中美两国国情和医疗卫生体制

差异较大袁美国的做法不能照搬袁因此袁需要结合我
法袁对基本药物的使用制度进行合理设计遥如尝试加
强社区医生对老年人使用基本药物的指导和用药教
育袁发放老年人正确使用基本药物的用药手册袁为每

则蚤早澡贼咱允暂援 耘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泽 酝燥灶蚤贼燥则袁圆园园猿渊猿猿冤院圆远原圆苑

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粤糟贼袁匀砸员 辕 孕怎遭援蕴援晕燥援员园愿原员苑猿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渊圆园园源原

咱缘暂

国袁特别是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袁借鉴发达国家的 做

匀燥早藻则扎藻蚤造 匀灾援 粤糟糟藻泽泽 贼燥 藻泽泽藻灶贼蚤葬造皂藻凿蚤糟蚤灶藻泽 葬泽 葬 澡怎皂葬灶

咱缘暂

贼藻 辕 凿燥憎灶造燥葬凿泽 辕 孕蕴员园愿原员苑猿泽怎皂皂葬则赠援责凿枣
李

歆袁平其能援 美国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应用现状及

对我 国的 启示咱允暂援 医 学与 哲 学 院 临 床决 策 论 坛 版 袁

圆园员员袁猿圆 渊员冤院苑员原苑猿

孕燥造蚤糟赠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蚤燥灶 燥枣 早怎葬则葬灶贼藻藻蚤灶早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遭葬泽蚤糟 凿则怎早泽
蚤灶 早则葬泽泽则燥燥贼泽 责造葬贼枣燥则皂
蕴蚤 载蚤灶员袁 在澡葬燥 匀怎葬蚤赠怎藻圆袁 宰葬灶早 再怎藻猿袁 蕴藻灶早 酝蚤灶早曾蚤葬灶早源

渊员援 悦燥造造藻早藻 燥枣 孕澡葬则皂葬糟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 圆援 耘糟燥灶燥皂蚤糟 砸藻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蚤灶早 韵枣枣蚤糟藻袁 猿援 月怎则藻葬怎 燥枣

孕澡葬则皂葬糟藻怎贼蚤糟葬造 粤枣枣葬蚤则泽袁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匀藻葬造贼澡 葬灶凿 云葬皂蚤造赠 孕造葬灶灶蚤灶早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 燥枣 允蚤葬灶早泽怎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愿曰 源援 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匀藻葬造贼澡 孕燥造蚤糟赠
葬灶凿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圆员园园圆怨袁 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韵遭躁藻糟贼蚤增藻院 栽燥 枣怎造造赠 早怎葬则葬灶贼藻藻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枣葬蚤则 葬灶凿 则藻葬泽燥灶葬遭造藻 遭葬泽蚤糟 凿则怎早 怎泽藻袁 葬灶凿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枣藻葬泽蚤遭造藻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宰藻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贼澡藻 凿葬贼葬 燥枣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澡燥 憎藻则藻 燥增藻则 贼澡藻 葬早藻

燥枣 远缘 葬灶凿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贼藻凿 蚤灶 憎燥则噪藻则 澡藻葬造贼澡 蚤灶 允蚤葬灶早灶蚤灶早 凿蚤泽贼则蚤糟贼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贼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澡藻 泽蚤贼怎葬贼蚤燥灶 燥枣 遭葬泽蚤糟 凿则怎早 怎泽藻
葬灶凿 贼澡藻 糟燥皂责燥泽蚤贼蚤燥灶 燥枣 皂葬蚤灶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栽澡藻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皂葬蚤灶造赠 怎泽藻凿 葬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凿则怎早泽袁 则藻早怎造葬贼蚤灶早

憎葬贼藻则袁 藻造藻糟贼则燥造赠贼藻 葬灶凿 葬糟蚤凿鄄遭葬泽藻 遭葬造葬灶糟藻 凿则怎早泽袁 蚤灶贼藻则灶葬造 凿则怎早泽 渊悦澡蚤灶藻泽藻 责葬贼藻灶贼 皂藻凿蚤糟蚤灶藻冤 葬灶凿 糟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泽赠泽贼藻皂 凿则怎早泽援 栽澡藻 皂葬蚤灶 凿蚤泽藻葬泽藻泽 燥枣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糟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葬灶凿 糟藻则藻遭则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泽袁 则藻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 凿蚤早藻泽贼蚤增藻 泽赠泽贼藻皂 凿蚤泽藻葬泽藻泽 葬灶凿 枣则葬糟贼怎则藻 凿葬皂葬早藻袁 葬灶凿 藻贼糟援 栽澡藻 藻糟燥灶燥皂蚤糟 遭怎则凿藻灶 燥枣 贼澡藻皂 憎葬泽 澡藻葬增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宰藻 泽澡燥怎造凿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 贼澡藻 遭葬泽蚤糟 凿则怎早 泽贼燥糟噪责蚤造藻泽 葬灶凿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蚤则 葬增葬蚤造葬遭蚤造蚤贼赠 枣燥则 贼澡藻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
葬灶凿 皂蚤灶蚤皂蚤扎藻 贼澡藻 藻糟燥灶燥皂蚤糟 遭怎则凿藻灶 燥枣 藻泽泽藻灶贼蚤葬造 凿则怎早泽 遭赠 怎泽蚤灶早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藻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援 酝藻凿蚤糟葬造 遭藻澡葬增蚤燥则 燥枣 责澡赠泽蚤糟蚤葬灶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袁 葬灶凿 贼澡藻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则葬贼蚤燥灶葬造 凿则怎早 怎泽藻 燥枣 遭葬泽蚤糟鄄造藻增藻造 皂藻凿蚤糟葬造 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泽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蚤皂责则燥增藻凿援

酝藻葬灶憎澡蚤造藻袁 憎藻 泽澡燥怎造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 贼澡藻 泽责则藻葬凿 葬灶凿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藻凿蚤糟葬造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袁 葬泽 憎藻造造 葬泽 澡蚤早澡造蚤早澡贼 贼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责澡葬则皂葬糟藻怎贼蚤糟葬造 糟葬则藻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遭葬泽蚤糟 凿则怎早泽曰 皂藻凿蚤糟葬造 糟葬则藻 泽赠泽贼藻皂 枣燥则 藻皂责造燥赠藻藻泽曰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