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1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就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疫情防
控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对于 “辉瑞公司 Paxlovid 未能
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 ， 是否会
对新冠用药保障产生影响”， 国家
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处长
黄心宇表示 ， 国家医保局非常重
视新冠用药的保障工作， 2021 年
已经制定了两个医保政策， 纳入目
录内的支付范围。 随着诊疗方案及
时跟进， 对医保药品目录范围进行
了调整。

黄心宇表示 ， 2022 年的医保
目录谈判里面有三款新冠治疗用药
纳入了谈判的范围， 其中包括辉瑞
的 Paxlovid， 很遗憾没有成功。

但无需过分担心， 上周国家医
保局刚刚制定了新冠 “乙类乙管”
之后优化治疗费用医疗保障政策的
通知， 其中明确延续了现有的诊疗
方案内目录药品医保临时支付的政
策， 现行支付到今年的 3 月 31 日，
在此期间患者的用药不会受到什么
影响。

此外， 在医保目录里面， 像感
冒、 发烧对症治疗的药品有 600 多
种， 参保人的用药选择比较丰富。

国家医保局也在高度关注新冠
治疗的研发进展， 据了解近期有一
些新冠治疗的新药陆续申报上市，
相信随着上市新药的增加 ， 患者
临床用药的选择和保障能力都将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 国家医保局
将密切关注新冠用药的价格水平
情况， 做好价格监测和管理， 全力
做好新冠费用的保障工作， 着力减
轻患者的负担。

（央视新闻 1.11）

■健康新知

国家医保局回应

1 月 11 日 ，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 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
示， “保健康、 防重症” 是“乙类
乙管 ” 阶段整个疫情防控的重
心。 现在全国有 4 万多个养老机
构， 入住老年人 220 多万人， 这
些老年人多数是高龄、 失能和有
基础病的老年人 ， 一旦养老机
构发生感染就容易形成聚集性
感染 ， 且老年人感染后 ， 重症
风险比较高。

民政部结合养老机构的特点，
会同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 主要
从以下四点着力预防和减少老年

人重症的发生。
一是指导养老机构每天做好至

少两次的健康监测和每周两次的核
酸或抗原检测， 如果养老机构自行
联系核酸检测机构有困难， 地方联
防联控机制要给予协调， 做到老年
人的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状能够
“早发现”， 以及养老机构阳性人员
的 “早发现”。

二是落实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类
分级的健康服务， 为老年人配备必
要的血氧仪和吸氧设备， 做到养老
机构内的黄色、 红色标识重点老年
人给予重点关注和老年人重症前期
的 “早识别”。

三是发挥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
构和定点协议的医疗机构的作用，
储备相应的药物， 通过远程或者上
门巡诊诊疗服务， 做到感染老年人
诊疗的 “早干预”。

四是健全养老机构感染者的转
运机制和就医绿色通道， 提高转诊
效率。 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 养
老机构如果提前预定的定点医疗机
构床位比较紧张时， 民政部门和卫
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协作， 统筹辖区
内的其他医疗资源， 优先为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安排接诊和病床， 做到
“早转诊”。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1.11）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突
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十四五 ” 规
划》。 《规划》 指出， 要在全国布局 20
支左右重大疫情医疗应急队伍， 满足
国家和区域重大疫情医疗救治需要 ；
各市 （州 ） 、 县 （市 、 区 ） 要 以 市
（州）、 县 （市、 区） 医疗机构为依托，
在各县级行政区建设一支基层背囊化
医疗应急小分队。

《规划》 提出， “十四五” 期间 ，
拟规划建设 20 个左右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 ； 针对自然灾害 、 事故灾难 、
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四大类突发事件，
在全国东、 中、 西部省份各选择建设
一个医疗应急演训基地； 在全国布局
建设 20 个左右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
地。 此外， 在全国有工作基础的地区
布局建设国家中毒防控研究中心， 新
建毒物清除技术研究中心、 中毒性呼
吸系统疾病研究中心、 有毒生物中毒
防控研究中心、 中毒应急检测鉴定研
究中心、 中毒信息研究中心等 5 个国
家级研究中心； 在原有核辐射医疗救
治基地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新建 5～7
个省级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

《规划》 明确， 推进基层紧急医学
救援能力建设， 建设基层医疗应急小
分队。 项目实施范围覆盖全国 2843 个
县级行政区， 每个县级行政区建立一
支 20 人基层医疗应急小分队。 背囊化
基层医疗应急小分队由紧急医学救援
等若干个基本作战单元组成， 可根据
突发事件类型、 级别进行模块化编组，
拥有依托救护车的中短途快速反应能
力和不依赖机动车的短途突击能力 ，
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野外自我保障能
力， 满足各类较大及以下突发事件现
场处置和重大突发事件先期处置需求。
在全国各省份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知识
和技能普及活动， 以地市为单位覆盖
75%以上地区。

《规划》 要求， 在 “十四五” 期间
着力推进紧急医学救援的基地网络、 能
力和机制建设， 到 2025 年末， 建立健
全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现
场紧急医学救援处置能力和收治能力。

（《健康报》 1.12， 文 /姚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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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 由国家医保局
指导， 四川省牵头的口腔种植体
系统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开
标， 并产生拟中选结果 。 拟中
选产品平均价格降至 900 余元，
与集采前中位采购价相比 ， 平
均降幅 55%， 中选价格区间在
约 600 元至 1850 元左右。 预计
2023 年 3 月下旬到 4 月中旬 ，
种植牙费用综合治理结果落地
实施 ， 患者将全面享受到降价
后的种植牙服务。

省际联盟联采办负责人介
绍， 本次集采汇聚全国近 1.8 万
家医疗机构的需求量， 达 287 万
套种植体系统， 约占国内年种植
牙数量 （400 万颗） 的 72%， 预
计每年可节约患者费用 40 亿元
左右。

集采前价格较高的士卓曼、

登士柏、 诺保科种植体系统从原
采购中位价 5000 元降至 1850 元
左右 ， 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奥齿
泰、 登腾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中
位价 1500 元左右降至 770 元左
右， 中选产品丰富， 实现与临床
需求的良好匹配； 纳入了四级纯
钛及钛合金 2 种材质性能更好、
临床认可度更高的种植体， 并覆
盖了口腔种植体其他耗材部件，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临床使用需求。

此次集采对群众种植费用的
下降和种植服务的拓展有何影
响 ？ 省际联盟联采办负责人表
示， 口腔种植的费用大致分为种
植体 、 牙冠和医疗服务三个部
分， 这也是医保部门开展口腔种
植价格综合治理的着力点。 本次
集采通过 “带量” 促进竞争， 挤
出了种植体的价格水分。

通过多项治理措施， 从平均
价格降幅看， 预计种植一颗牙的
整体费用 （含医疗服务、 种植体
和牙冠） 有望降低 50%左右。 具
体情况中， 原来价格较高的降幅
将更为明显， 原来已经平价种植
的也将有所降价。 总体看， 群众
费用负担将显著减轻。

群众最终能以什么价格用上
本次集采中选的种植体产品？ 省
际联盟联采办负责人表示， 在公
立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项目和医
用耗材分开计价收费， 医用耗材
执行 “零差率” 销售政策， 中选
价格就是患者最终向医院支付的
种植体价格 。 在民营医疗机构 ，
口腔种植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允
许民营医疗机构在种植体中选价
格基础上加成一定比例。

(人民网 1.11， 文 /乔业琼）

一颗牙的整体费用有望降低 50%左右
种植牙集采开标

1 月 12 日， 嘉禾县晋屏镇雷公井村， 小朋友开心地展
示收到的“福” 字。 春节临近， 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妇联、 团委等部门联合开展“陪你过新年” 活动， 把关爱
和温暖送到留守儿童、 贫困学生身边， 让他们感受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欢欢喜喜过大年。

（黄春涛 肖欣欣 摄影报道）

紧急医学救援
“十四五”规划发布

送祝福 迎新年

全国 4万多个养老机构
需着力预防和减少老年人重症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