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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发布抗癌药品医保准入专项谈判结果
10 日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印 发
了《关于将 17 种药品纳入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经过
3 个多月的谈判，17 种抗癌药纳入
医保报销目录，大部分进口药品谈
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
地区市场价格，将极大减轻我国肿
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 个药
品中包括 12 个实体肿瘤药和 5 个
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
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
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
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
个癌种。17 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
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 56.7%，大部
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
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
低 36%。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
特别是这次机构改革为我们这次
谈判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一方
面就是医保制度的整合，使得我们
医保有了更大的战略购买力。会
让我们在谈判中有更强的话语权，
能够更好地实现以量换价这个目
的。这些抗癌药纳入医保以后，会
使大量的原本负担不起的患者可
以用得上新药，可以改善他们的治
疗效果。
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充
分体现了对医药创新的重视和支
持，17 种谈判抗癌药品中有 10 种
药品均为 2017 年之后上市的品种。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
这次纳入目录的抗癌药都是近几
年新上市的药品，专利的存续期还
比较长，那么通过医保对这些优质
创新药的战略性购买，可以起到促
进和推动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以研制更多更好的创新药，惠及了
广大患者。
国家医疗保障局要求各统筹
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谈判药
品的供应和合理使用。因谈判药
品纳入目录等政策原因导致医疗
机构 2018 年实际发生费用超出总
额控制指标的，年底清算时要给予
合理补偿，并在制定 2019 年总额
控制指标时综合考虑谈判药品合
理使用的因素。同时，要严格执行
谈判药品限定支付范围，加强使用
管理，对费用高、用量大的药品要
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确保医保基
金安全。

17 种抗癌药
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药品支付标准是准入谈判的核心

今年 6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新一轮抗
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开始启动，44
个目录外独家抗癌药经过专家评审和投票
遴选，并征得企业意愿，最终 17 个药品
获得谈判成功。本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
国家抗癌药医保准入现场谈判工作的
过程。
2018 年 6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刚刚组
建成立后，按照国务院抗癌药降税降价工
作部署，立即启动了目录外抗癌药医保准
入专项谈判。在医疗组办公室专项工作进
度表上，专家评审、提出备选谈判药品、指
导企业准备谈判材料等 20 项工作，都按照
明确的工作日期，稳步推进。
央视记者：现在是 2018 年 9 月 15 日 11
点 35 分，抗癌药进入国家医保的准入谈判
正在我身后的这间会议室进行当中，经过
近三个月的准备，涉及到 12 家企业抗癌药
品将在今天完成最后的价格谈判。
抗癌药国家医保准入谈判第二组谈判
组组长王艳君说，
“ 今天的谈判呢，我们是
由五位专家组成的，由国家医保局和人社

部社保中心授权与企业的价格谈判，我们
整个的报价程序是有两次，企业进行第一
次的报价以后呢，再进行第二次的报价。
两轮的谈判请企业一定慎重。”
谈判专家组专家是由国家医保局专家
库抽取，来自山东、云南、北京、江苏等地，
大多曾参加过省级医保谈判。整个谈判过
程，国家医保局进行了全程录像。
抗癌药国家医保准入谈判第二组谈判
组组长王艳君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掌控降
价的空间，我们希望最大限度让利于参保
人，让利于基金。但是企业的话，你也要
考虑到它的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上市的
成本。所以双方的利益都要考虑。所以我
们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的。谈判都要
慎重。
记者观察到，抗癌药谈判工作分为两
个谈判组进行，在进入会议室前，参加谈判
的人员，只能携带必须的文件材料，任何通
讯设备都不能带进会议室。
药品支付标准是国家医保药品准入谈
判的核心，也是国家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品

生产企业间博弈的核心。
如何通过谈判在医疗保险基金可承受
的基础上，实现医疗保险资源的合理配置，
同时保留企业合理利润空间，激励其进一
步创新投入，合理的药品支付标准成为谈
判的关键所在。
记者：您参加这次谈判紧张吗？
制药企业代表朱益飞说 ：
“ 坦率地讲
还是有点紧张的，虽然我们都清楚整个流
程，但是毕竟这是关系到一个产品以什么
样的合理的方式能够进入国家医保，这对
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涉及到谈判药品的价格保密工
作，双方谈判时，记者获准在谈判室外进行
拍摄。记者观察到每一个企业谈判代表进
入谈判室时都表情凝重，这场谈判关乎到，
抗癌药能否进入医保报销目录？又将以什
么样的价格进入医保？
制药企业代表杨馨波表示，这个压力
肯定是显而易见。尤其对于这样一个进入
中 国 市 场 比 较 短 ，而 且 还 在 专 利 期 的 药
物。这个降价压力真的实在非常巨大。

17 种药品均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价格
此次谈判抗癌药，均为治疗血液肿瘤
和实体肿瘤所必需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
高、病人获益高的药品。这些药大部分都
还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限内，谈判难度非
常大。
正在谈判室外进行密切商量的是德国
默克公司的谈判代表们，这已经是他们第
三次从谈判室出来，他们谈判的药品名称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主要治疗结直肠癌，
2017 年第一轮国家药品谈判时，就有西妥
昔单抗注射液，但是最终谈判失败。这一
次谈判，对于国家医保局和企业来说，双方
都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什么样的价格能
够谈判成功。德国默克公司的谈判代表，

一直不停地打电话和总部进行沟通。
记者：我也看您可能跟总部在沟通，这
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价格吗？
默克中国肿瘤事业部高级总监袁泽之
说：
“ 对，因为总部对我们是有些授权的，我
们可能也要跟总部进行沟通。”
记者：现在谈的价格可能已经远远超
过总部给您的授权了吗？
袁泽之说：
“ 肯定，因为我开始拿到的
授权，我没法达到，我必须要再请示。”
根 据 数 据 显 示 ，西 妥 昔 单 抗 注 射 液
2017 年的平均价格为 4200 元左右。整个
谈判过程持续了 30 多分钟，最终双方达成
一致，签订了价格协议书。谈判后的价格

由 4200 元降到 1295 元。
记者：它（西妥昔单抗注射液价格）应
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袁泽之表示，应该说我们是给了全球
最低的一个价格。通过这次医保谈判，我
们能够通过以价换量，让老百姓得到应用，
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个好事情。
制药企业看中中国市场，采用“以价换
量”的策略，以降价换取销量。而国家医保
谈判专家采用“以量换价”的策略，最大限
度将价格降下来，此次谈判成功的 17 种药
品，最终的价格全部比周边国家或地区要
低，这样的结果，谈判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

抗癌药品医保支付标准评估过程更科学
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不到 4 个月，完
成了抗癌药医保准入的国家谈判，这场谈
判备受瞩目，谈判经历哪些程序？医保底
价又从何而来？
谈判准备阶段，
“ 企业报送材料”、
“专
家评估”、
“ 价格谈判”三环节明确分工。企
业按照要求报送药品基本信息、疗效价格
等方面资料。专家团队从药物经济性和基
金支撑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提出评估意
见。医保经办机构另行组织谈判专家与企
业代表进行价格谈判。
制药企业代表杨馨波说，在这个意见

上其实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在医保支付标准
的各个依据，这些都帮助我们很好地去定
位我们的产品，也能帮助我们很好地和我
们的总部做沟通。
国家医保局通过两组平行评估的方式
对谈判药品开展评估：一组是基金测算组，
在充分利用 2017 年上一轮药品谈判中调
取和收集的医保数据基础上，在很短的时
间内又补充了 21 个统筹地区的最新数据，
前后涉及 26 个省份 68 个统筹地区，共 1.7
亿条基础数据。此次谈判还引入了国际通
行的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效用等药物经济

学方法测算药品进入国家目录后的预期支
付标准，并就销量增加情况作出定量预测。
制药企业代表邓阅昕说，我们可以从
中感受到国家这一次对于药品谈判价格的
测算用了更加科学的评估方式。
下一步的重要工作是争取让群众尽早
能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这要涉及各省招
标平台的公开挂网、医疗机构的采购、临床
医生的使用等方方面面，各方需加强协作，
让谈判成果社会效益最大化，让广大参保
人实实在在享受到医保改革的红利。
央视记者 烨辉 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