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取消消药药品品加加成成，，新新增增三三个个试试点点
涉及宁阳、东平和肥城，新泰已有五家试点医院药价降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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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横店电影城影讯

《美国队长》3D 票价60元
片长125分钟 10:30 12:55 15:
20 21:25

《里约大冒险2》3D动画 票
价60元 片长100分钟 17:45
19:35

《超验骇客》3D 票价60元
片长115分钟 11:30 13:40 15:
50 18:00 20:10 22:20 10:20 12:
30 14:40 16:50 19:00 21:10

《整容日记》 票价50元 片
长85分钟 18:15

《追爱大布局》 票价50元 片
长100分钟 11:15 13:05 16:30

《最佳嫌疑人》 票价50元
片长105分钟 13:20 15:10 17:
00 18:50 20:40 22:30

《魔警》 票价50元 片长95

分钟 10:10 12:10 14:15 16:15
19:50 21:50

《201413 .爱你一生一世》 票
价50元 片长85分钟 14:55
20:25 22:00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票
价50元 片长130分钟 11:00

圣大影城影讯

《美国队长2》3D 片长130分
钟 票价50元 10 :30 12 :45
15:00 17:15 19:30

《里约大冒险2》3D 片长95

分钟 票价50元 13:30 18:30

《超验骇客》3D 片长105分
钟 票价50元 10 :00 12 :55
14:50 16:45 18:40 20:35

《魔警》 片长110分钟 票价
50元 11:00 15:10 20:10

《最佳嫌疑人》 片长95分钟
票价40元 11:50 21:45

《整容日记》 片长80分钟

票价40元 09:35 17:0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
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财
政部和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第
二批国家级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宁阳县、东平县和肥
城市被列为第二批改革试点。试
点县级医院将取消15%的药品加
成，改变“以药养医”模式，逐步
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医疗绩效
评价机制、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
人事薪酬制度以及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

“现在家庭条件好了，有病都
去县里的医院检查、治疗，那里的
医疗条件毕竟比卫生院好一些。”
宁阳县蒋集镇的陈先生说，他挺
期待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
药价能够下降。

记者联系三个县市卫生局工
作人员，他们均表示，试点刚公
布，具体的改革计划还没出。“现
在计划正在紧急制定，等改革计
划出来之后，按照新计划开展工
作。”宁阳县卫生局工作人员说。

又有三个县市

列入公立医院医改试点

2012年底，新泰市被列为首
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
新泰有5家试点医院常用药品取
消加成。

14日上午，记者在新泰市人民
医院综合楼大厅内，遇到了前来看
病的市民刘先生。他刚从药房拿完
药，来到大厅的屏幕前核对药品价
格。记者看到屏幕上不断显示着

“医改试点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公
示”信息，各种药品的名称、规格、
单位、生产厂家、原零售价、现零售
价等依次出现，西侧过道内也摆放
着两个药品零差率公示栏。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患有糖
尿病，每个月都来人民医院拿药，
以前长秀霖胰岛素206元一支，现

在降到了172元，诺和灵30R也由70

元降到了56元。“我每个月需要四
五支胰岛素，这样算下来，每月能
省一二百元，给家里省了一笔不
小的开支。”刘先生高兴地说。

新泰市人民医院医改办公室
主任刘传新说，从2012年12月31日
起，除了中草药，医院近二千种药
品全部实行药品零加成销售，所有
药品从网上统一采购，平均降幅
25%左右，个别药品降幅更大，有些
原研药品和急救药品比周围药店
还便宜15%。例如，银杏叶片原价22

元，现价15元，注射用胸腺五肽原价
95 . 65元，现价才65元。“去年一年，医
院总共让利患者达2800多万元。”刘
传新说。

近二千种药品取消加成

患者一年省2800多万元

新泰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说，通
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去年取得的收入
不到一千万元，远远低于给患者让利的
数额，医院一方面通过优化服务质量、提
升医疗水平，增加门诊和住院人数，另一
方面也希望政府能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新泰市卫生局副局长韩富强说，新
泰市共有5家医院纳入综合改革试点，分
别是新泰市人民医院、新泰市第二人民
医院、新泰市第三人民医院、新泰市中医
院和新泰市精神病医院。力争使市内就
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
出市，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2012年12月31日起，5家医院全部取消
了药品加成，药品平均降幅为15%左右，
给患者减轻不少负担。目前，新泰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还在建设中，涵盖区域卫生
信息基础支撑平台、居民健康档案资源
库、综合绩效考核管理系统、综合管理与
统计分析系统、健康卡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健康门户网站、新农合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中心建设等八项内容。项目完
成后，将实现“卫生信息一张网，居民健
康一卡通”。

新泰5家试点医院

药价平均降幅15%

新泰市人民医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刘
传新说，自从药品价格下降后，门诊每天
每人次平均收费由2012年的230元左右，
降到了现在的180元左右，住院每人次费
用也由8000元降到了6800元。受费用降
低的影响，医院门诊和住院人次不断上
升，现在门诊人次每天有二千人左右，比
以前增加二三百人。“去年医院门诊人次
有52万，比往年增长7万，住院人次也由
3 . 6万涨到了4 . 6万。”

“现在自费药品明显减少了，医生只
有征得病人同意后，才用自费药。平时尽
量多用基本药物、常用药品，药品报销比
例不断上升，进一步降低患者的负担。”刘
传新说，现在医生收入不再与药品和检查
的提成挂钩，一些可做可不做的检查，现
在也不做了，大型检查也明显减低。

新泰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说，改
革前，公立医院收入由服务收费、药品加
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组成。因取
消药品加成而减少的医院收入部分，
80%通过调整服务价格来弥补，剩下的
20%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加以解决。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后，诊疗费、护理费、手术
费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但上涨的部
分都能报销。例如，住院诊查费由2元涨
到16元，这16元全都能报销。“调整后增
加的医疗服务收费，按规定都是纳入城
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及新农合支付范
围，患者不会因此增加额外负担。”该负
责人说。

就诊人数增多

报销比例增大
近日，第二批国家级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正式确定，泰安市的宁阳县、东平县和肥城市被列为

第二批改革试点，试点县级医院将取消15%的药品加成。2012年底，新泰市推行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五
家试点医院常用药品取消加成。其中，新泰市人民医院近二千种药品零差价销售，一年让利28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路伟 王伟强 通讯员 周峰

市民查看取消药品加成公示栏。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医院大厅屏幕把药价滚屏公示。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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