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必知：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问答

问题汇总
一、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改什么
1.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思路目的是啥？
2.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主要改啥？
3.啥是医药分开？和我有关系么？
4.哪些医院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5.啥时候开始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6.我最关心的就是，这次医改后看病到底是比以前贵了，还是便宜了？
7.开多少药和医院利益没关系了，那患者的用药安全怎么保障？
8.医事服务费是挂号费么？
9.医事服务费和报销标准都是多少？
10.为什么不同级别的医院医事服务费标准不同，医保患者自付的金额也不同？
11.改革前，患者预约了专家号但没缴费，改革后到医院就诊时医事服务费的自
付部分较高，患者可以换普通号么？
12.哪些人可以享受北京市人社局给予的医事服务费的报销？
13.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医事服务费的报销标准是怎样的？
14.外地医保患者医事服务费能报销吗？
15.北京市医保患者报销医事服务费的程序是什么？
16.医事服务费报销受起付线限制么？
17.医事服务费计入个人医保金额吗？
18.这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19.这次价格改革有哪些医疗项目？
20.哪些价格降了？哪些价格升了？
21.435 项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报销么？
22.我想知道自己做的诊疗项目是否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具体能报销多少？
23.北京市属医院的药品阳光采购是怎么回事？
24.实施药品阳光采购，是否全部药品都降价？
25.取消药品加成（15%）后，患者买的药品都能降价 15%吗？
26.阳光采购通过哪些措施来降低药品价格的？ 老百姓能否从中感受到药价降
低的实惠？
27.通过阳光采购降低药品价格后，能保证药品质量不下降吗？
28.我还是不清楚改革后看病的一些具体问题，打什么电话？
29.我发现医疗服务价格违规怎么办？
30.我想更多了解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的政策信息，到哪里去查？
31.我在医院门诊现场遇到问题可以找谁帮助解答？
32.我是低保人员，看不起病怎么办？
33.我接受社会救助后，基本生活仍然出现困难怎么办？
二、北京市属医院这些便民举措，你知道吗？
34.北京市属医院的门诊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哪些便民服务?
35.我有用药和药品信息的问题，可以到哪里去问？

36.医院设立的临床药师能为患者提供哪些用药服务？
37.我觉得医院服务有不足，向医院的哪个部门反映？
38.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京医通”微信预约挂号，很方便么？
39.“京城健康守护者”微信公众号怎么样？
40.京城药师公众号是怎么回事？
41.我不需要空腹抽血，什么时间去医院比较好？
42.大型检查能预约么？
43.我以前去医院最怕上厕所，最近怎么发现有些医院厕所环境越来越好？
44.我想得到专业权威的健康资讯，可否帮我推荐？
三、分级诊疗会让您看病就医更方便，您知道吗？
45.我家小区对面就是社区医院，但是基层医院的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可靠吗？
46.我是老病号，常年要到三级医院开药，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诊疗费，
设立医事服务费，我怎么能更省钱？
47.四类慢性病患者如何在社区享受“长处方”政策？

一、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改什么
（一）概况
1.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思路目的是啥？
答：改革的要求是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核心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
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目的是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
2. 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主要改啥？
答：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医药分开，可用“三取消一增设” 概括。即：取消药品加成（不含中
药饮片）、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新设医事服务费目的是体现医务
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推动分级诊疗。
二是规范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实施有升有降的调整。这次调整了 435 项，
有升有降， 总体平衡。降的是 CT、核磁等大型检查设备项目价格，升的是中医、
护理、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目的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三是实施药品阳光采购。纳入阳光采购的药品在政府搭建的网上平台采购，
大多数常用药品价格动态联动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低价，做到同品种同厂家
的药品在保证质量不变的同时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此次阳光采购中，市属医院
76%的药品与之前没有变化，保证对患者治疗的连续性。同时采购品种、价格、
数量、变化等都在阳光下运行。
3.啥是医药分开？和我有关系么？
答：医药分开就是把医院的利益与药品销售彻底分开。参加改革的医疗机构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不含中药饮片），所有药品零差价销售，一步到位，
“平进平
出”。
经测算，医改后药品将总体降价 20%左右，包括取消的 15%的药品加成，
以及同时实施的药品阳光采购降低的采购差额，具体到每种药品降价幅度不一。

医药分开后，医院卖药不挣钱了，主要靠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来维
持运行了，这不仅让患者拿药上直接少花钱了， 而且有效遏制了过度用药现象，
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负担。
比如：某老年患者、男、70 岁，患有脑血管病（慢性病），高脂血症，需要
长期服用阿托伐他汀钙片、氯吡格雷、丁苯酞软胶囊。每次处方都是一个月的用
量，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要开 5 盒，每盒价格由 70.72 元降到 55.5 元；
丁苯酞软胶囊(恩必普)要开 8 盒，每盒价格由 247.02 元降到 185.62 元，氯吡
格雷（波立维）要开 5 盒， 每盒价格由 132.67 元降到 108.29 元，改革前一
个月费用为 2993.11 元， 改革后是 2303.91 元，一个月可节省药费 689.2 元，
降幅为 23%。
4. 哪些医院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答：所有在京公立医疗机构都参加，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城乡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可自愿申请参加。目前确认参与改革的医
疗机构已达 3684 家。
5.啥时候开始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答：2017 年 4 月 8 日正式实施。
6.我最关心的就是，这次医改后看病到底是比以前贵了，还是便宜了？
答：这次医改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按照“患者负担总体不增加”的原
则，医护人员劳务项目价格上涨，大型检查及药品费用下降，患者总体费用水平
基本保持平衡。
就个体而言，每位患者在就诊疾病、治疗方案、治疗周期等方面存在个性化
差异， 患者每次就医的花费会有不同变化。
7.开多少药和医院利益没关系了，那患者的用药安全怎么保障？
答：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后，从根本上会进一步推动合理用药。政府要求
各级医院充分发挥药师在合理用药管理中的作用， 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加强药
品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并且把审核和点评纳入绩效管理， 用药不合理的要采
用公示、诫勉谈话等多种惩罚措施；市属医院全部设置临床药师及用药咨询中心，
指导安全用药与合理用药。

（二）医事服务费及报销
8.医事服务费是挂号费么？
答：医事服务费不是挂号费，是在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诊疗费基础上新
设立的， 之所以叫“医事服务费”，就是为了突出医务人员对您整个医疗过程提
供的技术劳务价值。
9.医事服务费和报销标准都是多少？

答：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文（京人社医﹝2017﹞66 号）通知要求，医事服
务费纳入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具体标
准如下：

10.为什么不同级别的医院医事服务费标准不同，医保患者自付的金额也不同？

答：此次医事服务费标准、医保报销标准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为的是
鼓励常见病、慢病患者看病到一、二级医院，进而推进分级诊疗。
11.改革前，患者预约了专家号但没缴费，改革后到医院就诊时医事服务费的自
付部分较高，患者可以换普通号么？
答：改革后，副主任医师以上号源医事服务费需患者自付费用的增长较大，
这是为了实施分级诊疗，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引导患者科学利用医疗资源。患
者到医院就诊时，建议结合自身病情，确实需要看专家号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自
付费用；如不需要看专家号的，可转为普通号就诊。建议患者就医从普通号看起，
根据病情通过诊间预约的方式预约专家号。
12.哪些人可以享受北京市人社局给予的医事服务费的报销？
答：简单说就是本市医保患者。具体说就是：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都可享受北京市人社局给予的医事服务费的报
销。
其中，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 2016 年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两项制度，建立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13.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医事服务费的报销标准是怎样的？
答：公费医疗待遇人员，医事服务费报销标准参照医保患者的报销标准。
14. 外地医保患者医事服务费能报销吗？
答：各地医保报销政策有一定差异，建议患者咨询本人所在地区医保部门。
15.北京市医保患者报销医事服务费的程序是什么？
答：北京市医保患者，持医保卡在医院窗口和京医通自助机挂号，仅需支付
医事服务费个人负担部分；114 预约时，不缴费， 持医保卡取号时支付医事服
务费个人负担部分；京医通微信预约的，先全额支付医事服务费，患者持医保卡
到医院窗口或自助机取号后，医保负担部分退还患者。
提醒您到医院就诊携带个人医保卡。
16.医事服务费报销受起付线限制么？ 答：门/急诊医事服务费报销不受起付线
的限制。
住院医事服务费受起付线的限制。住院医事服务费累计计算住院医疗待遇后，
超过起付线的部分按比例报销。
17.医事服务费计入个人医保金额吗？
答：门急诊医事服务费暂不累计计算在个人的门急诊医疗保险金额。
住院医事服务费累计计算在个人的住院医疗保险金额中。

（三）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及报销
18.这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总体思路是：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有升有降、逐步到位。
19.这次价格改革有哪些医疗项目？
答：这次价格改革坚持突出重点，调整了 5 类 435 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包括：综合医疗服务类（床位、护理等）125 项，占 28.7%；影像学诊断类（CT、
核磁等）185 项，占 42.5%；中医医疗服务类（针灸、推拿等）96 项，占 22.1%；
临床手术治疗类 26 项和临床物理治疗类（放疗等）3 项，占 6.7%。
20.哪些价格降了？哪些价格升了？

答：降低了 CT、核磁、PET 等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价格。提高了床位、护理、
针灸推拿、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项目价格。
21.435 项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报销么？
答：大部分报销，少部分根据国家规定不报销。其中新增的 55 项专项护理和新
生儿诊疗项目、调整后的 96 项中医类项目， 全部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2.我想知道自己做的诊疗项目是否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具体能报销多少？
答：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www.bjrbj.gov.cn），在
“查询服务”栏中查询到诊疗项目文件，下载之后可在里面查到您的诊疗项目是
否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以及具体报销比例。

（四）药品阳光采购
23.北京市属医院的药品阳光采购是怎么回事？
答：药品阳光采购是指纳入阳光采购范围内的药品，全部在北京市医药阳光
采购管理平台（简称采购平台）上公示采购品种、采购数量、成交价格及产品订
购等环节，全程公开透明,交易过程公平规范，实现采购行为阳光透明。
24.实施药品阳光采购，是否全部药品都降价？
答：实行药品阳光采购后，常用药品价格动态联动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
低价， 大多数药品将会降价。但是，由于部分短缺药品和低价药品市场供应不
足，价格会上涨。总体上，患者购买药品的整体负担会下降。
25.取消药品加成（15%）后，患者买的药品都能降价 15%吗？
答：取消药品加成，不是所有药品的销售价格都下降 15%。
“医药分开”之
前，是在药品进价基础上增加 15%的加成后卖给患者，当然很多药没有加到 15%，
比如最小单剂量包装（口服药为一盒、注射药为一支） 的单价 500 元以上药品，
加成统一为 75 元。不足 500 元的药品加成为 15%，医院整体药品的加成大约
13%左右。
26.阳光采购通过哪些措施来降低药品价格的？老百姓能否从中感受到药价降低
的实惠？
答：为进一步降低药品虚高价格，针对市场供应充足的常用药品，动态联动
全国省级采购最低价和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采购价格，引导我市同类药品价格始终
处于全国较低水平。
在采购结果正式执行后，将实时关注全国其他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的结果，按
流程动态调整药品的最低参考价格。
27.通过阳光采购降低药品价格后，能保证药品质量不下降吗？
答：在阳光采购过程中，医院将药品质量作为评价药品的第一要素，对存在
发生严重药害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企业， 在北京地区屡次发布严重违
规广告的企业 和查实存在严重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以及生产环节抽验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的品种，北京市阳光采购平台实行一票否决，直接纳入不良记录。
另外，采购平台上对医疗机构公布包含 11 个大项的药品质量评价结果，帮
助医院遴选质量可靠、疗效确切的药品持续稳定供应。

（五）医改咨询及救助

28.我还是不清楚改革后看病的一些具体问题，打什么电话？
答：您可拨打以下热线服务电话：医事服务费问题、医疗行为规范问题，可
拨打 12320 卫生服务热线；医保报销问题，可拨打 12333 医疗保险服务热线；
综合问题可通过 12345 市民热线反映；京医通挂号缴费问题，拨打 96102 和
400-066-9699 京医通服务热线。
29.我发现医疗服务价格违规怎么办？
答：您发现价格违规行为时要注意保留好证据材料，可通过 12358 价格举
报电话、网络等形式举报。
30.我想更多了解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的政策信息，到哪里去查？
答：可浏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等官方网站；可关注“健
康北京”、
“京城健康守护者”、
“京医通”、
“京城药师”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可看
主流媒体有关报道以及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官方网站。
31.我在医院门诊现场遇到问题可以找谁帮助解答？
答：门诊大厅会有一些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会设一些咨询台。日常您可到“门
诊服务中心”、“用药咨询中心”咨询。
32.我是低保人员，看不起病怎么办？
答：这次医改，民政部门对社会救助对象医疗救助也做了调整。社会救助
对象主要包括本市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生活困难补助人员、享受
城乡低收入救助人员。为配合本次医改，民政部门做了以下调整：
— 是将门诊救助比例从 70% 调整到 80%，全年救助封顶线从 4000 元调
整到 6000 元（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除外）。
二是将住院救助比例从 70% 调整到 80%，全年救助封顶线从 4 万调整到 6
万。住院押金减免比例和额度参照住院救助标准执行。
三是将重大疾病救助比例从 75%调整到 85%，全年救助封顶线从 8 万调整
到 12 万。
四是将民政部门管理的享受原工资 40% 救济的 60 年代初减退职老职工的
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比例从 70%调整到 80%；重大疾病救助比例从 75%调整到
85%。
33.我接受社会救助后，基本生活仍然出现困难怎么办？
答：医疗救助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出
现困难的，可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申请临时救助。对于政府救助之后或不
符合社会救助政策但确因患病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 可以由乡镇（街道）
协助向慈善组织申请慈善救助。

二、北京市属医院这些便民举措，你知道吗？
34.北京市属医院的门诊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哪些便民服务?
答：“门诊服务中心”通常在医院门诊大厅显著位置，配有市医院管理局统
一标准的服务标识，一般可以给您提供以下帮助：
（1）提供门诊咨询、导诊等；
（2）提供健康宣教服务；
（3）提供盖章、打印、复印、传真等；
（4）提供轮椅（或指引医院轮椅服务处）、饮用水、针线、纸笔等；

（5）帮助、指导患者及家属操作各类自助设备，包括自助打化验单机、自
助预约挂号机等；
（6）结合医院特点提供其他个性化服务。如有的医院提供特殊患者的陪诊
服务； 超声、CT、磁共振、核医学等大型设备检查整合预约服务；提供社区双
向转诊预约服务；提供婴儿车方便家长；以及针对外地患者的邮寄服务等。
35.我有用药和药品信息的问题，可以到哪里去问？
答：市属医院全部设置用药咨询中心， 指导患者安全用药与合理用药，涉
及药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服药注意事项、药品储藏、特殊装置的使用等专业
问题，及药品价格、用药政策等问题，患者均可到用药咨询中心询问。
36.医院设立的临床药师能为患者提供哪些用药服务？
答：22 家市属医院均在病房在配备了临床药师，与医师、护士组成治疗团
队专职参加患者临床药物治疗，提供药学技术支持，促进合理用药，保障用药安
全。同时根据各医院专科特色，针对病情复杂、用药复杂、特殊人群，临床药师
还在市属医院中开展出院用药床旁指导服务，提高患者出院后用药安全和服药正
确率。
37.我觉得医院服务有不足，向医院的哪个部门反映？
答：22 家市属医院门诊都有患者投诉中心，面向门诊、住院患者提供医疗
投诉与纠纷接待、受理、处理等。
38.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京医通”微信预约挂号，很方便么？
答：“京医通”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利用移动互联网技
术，为患者搭建的预约挂号服务平台，目前这个平台主要包括“京医通”微信公
众号。患者只需关注“京医通”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预约挂 21 家北京市属
医院的号。如果您不用微信，也可以到现场通过诸多“京医通” 自助机预约挂
号，不必排长队等候。
39.“京城健康守护者”微信公众号怎么样？
答：“京城健康守护者”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一，一般
每个工作日推送 4 条信息。有 22 家市属医院专家的权威健康科普，有各类免
费健康讲座、义诊咨询的提前预告，有专家名医和典型人物的风采介绍，有医患
之间的温暖故事，还有和您息息相关的医改动态和医疗服务创新举措等。微信搜
索“京城健康守护者”并关注，健康助手陪伴您。
40.京城药师公众号是怎么回事？
答：“京城药师”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之一，由北京市医
院管理局主办，围绕用药教育主题，通过科普的语言、漫画、视频等形式，发布
原创科普资讯， 内容涉及疾病常识、用药指导、健康饮食以及医院特色医疗服
务介绍等方方面面。作者覆盖市属 22 家医院一千多名专业药师，他们来自一线，
服务于一线，不仅有着最为丰富的用药知识，也更加贴心的了解患者的实际需求
和疑惑。京城药师公众号每周发布一期，6 月底前还将推出市属医院药品目录查
询功能。
41.我不需要空腹抽血，什么时间去医院比较好？
答：北京 22 家市属医院在门诊开放时间内，对于不需要空腹的门诊化验项
目实行静脉抽血全时段服务，这是针对上午时段静脉抽血高峰排队拥挤现象采取
的便民措施， 减少了患者排队等候和往返奔波。
42.大型检查能预约么？
答：22 家市属医院大型检查（核磁、CT、超声）全部实现分时段预约。在

检查单上显示检查预约时间，患者可以按照预约时间有序就医，不必长时间在医
院等候。
43.我以前去医院最怕上厕所，最近怎么发现有些医院厕所环境越来越好？
答：22 家市属医院加强了卫生间的保洁管理，同时提供卫生纸及洗手液等
如厕和清洁用品，方便患者如厕。
44.我想得到专业权威的健康资讯，可否帮我推荐？
答：除了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官方微信号“京城健康守护者”、“京医通”“京
城药师”和 22 家市属医院官方微信号外，以下几个健康科普途径也很实用。
（1）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了“健康加油站”，每个工
作日 16:30-17:30，组织市属医院专家走进北京城市广播直播间，与市民直接对
话说健康。您通过北京城市广播频率 FM1073/AM1026 可以收听直播；通过北
京广播网 www.rbc.cn《健康加油站》音频视频直播可以看回放； 手机收听可以
在应用商店中下载 APP-听听 FM，搜索订阅《健康加油站》栏目；另外腾讯、网
易等也跟着视频直播，这些健康咨询同时通过“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号和搜狐
健康、腾讯天天快报、网易、今日头条、凤凰一点咨讯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45.我家小区对面就是社区医院，但是基层医院的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可靠吗？
答：政府鼓励居民到社区就近就医，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能
够方便、舒适地到熟悉您健康状况的社区医生处就诊，也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特
别必要的时候，及时享受到高层次专家的疑难救治服务。在鼓励社区首诊的同时，
也采取多项措施大力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第一，加强基层卫生人员配置。定向培养毕业生，加强在岗人员培训和大医
院医生下沉。做好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及社区卫生人
员继续医学教育工作，提升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胜任力。
第二，提升诊疗水平。实施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包括岗位练兵和技能竞
赛、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和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第三，更多体现社区特色。主要就是持续推行将健康指导融入诊疗服务全过
程的签约服务模式，采取重新规划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诊疗流程等措施。
46.我是老病号，常年要到三级医院开药，现在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诊疗费，
设立医事服务费，我怎么能更省钱？
答：为了推进分级诊疗，形成危急重病到大医院，小病到社区的分级诊疗模
式，这次改革，实行“差异化”的医事服务费标准和报销政策。如普通门诊医事
服务费医保报销后，三级医院个人负担 10 元，但取消药品加成后，您的药费也
省了，初步算了一下， 如果您每次开到 222 元以上，少花的药钱和新增医事服
务费个人负担就差不多冲抵了， 整体看，您的负担也没增加。当然，二级医院
个人负担 2 元，一级医院个人负担 1 元。如果是单纯为了取常见病慢性病的药，
就近去社区或二级医院更加方便，也更省钱。
47. 四类慢性病患者如何在社区享受“长处方”政策？
答：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四类慢性疾病患者需要满足四个
条件， 方可在社区享受 2 个月“长处方”政策。
一是患有四类慢性病且诊断明确，并提供二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书或门诊/
住院病历。
二是已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并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协议,接受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健康管理, 签订“申请长处方知情同意书”并

能遵照执行。
三是治疗方案明确，长期服用长处方药品范围内同一类药物，适合在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诊疗或可以 2 个月内居家用药治疗。
四是执业医师要按照《执业医师法》、
《处方管理办法》和《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要求提
供长处方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