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药物是指能够满足基本医

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保证供应、

基层能够配备、 国民能够公平获得

的药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需、有

效、价廉。基本药物制度关系到一个

国家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日前，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行业内

征求意见。 这次制度调整涉及哪些

关注热点？ 看病用药又将有哪些变

化？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有“输

液好得快” 的错误观念，药学专家

强调，只要血管不破裂，输液时药物

中微小的颗粒可能会在用药者体内

循环一生，或会形成栓、肉芽肿等疾

病。征求意见稿明确强调，药物使用

能口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输液。

北大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冯婉

玉教授分析，通过效果的比对，发现

使用肌注或者口服的效果， 和静脉

点滴效果一样，需要药师参与，合理

管理用药。 整体上减少门诊输液或

者社区内输液， 输液带来的危害很

大。

征求意见稿提出， 基本药物目

录原则上三年调整一次， 坚持调入

与调出并重， 优先调入通过一致性

评价的仿制药， 可治愈或有效改善

生命质量、 成本效益比显著等疗效

确切的药品。同时，发生严重不良反

应、 经评估不宜再作为基本药物的

则是调出重点。

仿制药是指与商品名药在剂

量、安全性和效力、质量、作用、适应

症上相同的一种仿制品。 专利药品

保护期到期以后， 其他国家和制药

厂就可生产仿制药。

冯婉玉解释，仿制药的原料、工

艺、包装、辅料，都和品牌药一样，以

保证其产品质量， 老百姓用仿制药

能够节省费用、减轻负担，并且能用

上质量有保障的药。

征求意见稿再次明确“突出药

品临床价值” ，耗资巨大又没有明确

疗效的“神药” 、辅助用药将被摒弃。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

心主任史录文教授表示， 要适应基

本医疗卫生的需要， 结合疾病谱和

临床用药的特点， 以临床导向为核

心，坚持科学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且

以药品的临床价值为核心， 遴选基

本药物。

冯婉玉说， 专家一致支持“神

药”出局。“神药”就是安全、无效，或

者是有点效的药，出局是为了进一步

节省医保资金在“神药” 方面的支

出，让老百姓用到能够治病的药。

中国已经处于老龄化阶段，以

肥胖、癌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为代表的慢性疾病用药市场也迅速

扩张。 业内人士分析，高血压、糖尿

病、 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种的基

本用药有可能全额保障或医保全额

报销。

冯婉玉指出， 民生工程中的最

主要的一项就是老百姓能用得上

药、用得起药，高血压、高血糖、严重

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种用的药将来逐

步趋向于免费很重要。

冯婉玉进一步分析， 进入老年

社会后， 高血压是很大一部分人患

有的疾病，但知晓率还不高，而且即

便知晓后，用药也不及时。 另外，为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免费用药，

有利于缓解患者病情， 从而保证社

会安定，这非常关键。

征求意见稿提出， 医院信息系

统应对基本药物目录的药物进行标

注，提示医生优先选用。处方点评应

将使用基本药物的情况作为重点内

容， 对于无正当理由不首选的予以

通报。

史录文分析，征求意见稿提出

医疗机构要提高基本药物的使用

比例，使用比例提高则保证了大医

院和基层医院上下一致，还和相应

制度对接起来，既能保证公众用药

质量安全，又能保证公众用药负担

相应降低。 通过动态的监测系统，

可能对医疗机构合理使用基本药

物有好处。

史录文认为， 对基本药物制度

落实的管理还应进一步加强， 好的

经验做法应该在全国推广。 不管是

公办还是私办，涉及到公众健康，都

应该加大管理力度， 而且要加大科

学管理和医疗医学规律管理、 医疗

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的力度。

据中新社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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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饭店 28楼爱心老酒收藏家孙建春， 感恩

新老客户，长期开展“卖万元陈年老酒送七百现金

红包” 活动，凡在收藏馆成交的客户，就送油米雨

伞等精美礼品。成交上万元，再送 700元现金红包。

孙建春说，他们大量收购茅台、习水大曲、平坝

窖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

金沙窖酒等贵州名酒。 回收新老茅台系列酒，包括

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茅台、三大革

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 还有十七大名酒、新

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

沟大曲、黄鹤楼酒、全兴大曲、沱牌曲酒、泸州老窖、

武陵酒、宝丰酒、宋河酒、西凤酒、汾酒、郎酒等各类

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上门收购，外地量大

可上门收购。

不仅是老酒，在贵阳饭店 28 楼，一个装茅台酒

的旧木箱，都能卖一万元。 “旧木箱，年份茅台，这

在老酒收藏界都是稀世珍宝， 咱们必须珍视它，用

高价来体现它的价值。所有拿到我们收藏馆的旧木

箱和年份茅台，我们必须高价拿下，让市民满意而

归，不留一分遗憾。 ”孙建春说。

和孙建春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孙为人憨厚、直

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 收酒时孙建春从来不会在

意一分一厘的赚头，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客户得到利

益保障。 从孙建春这里离开的客户，脸上多半带着

满意的笑容。而正是因为在孙建春那里从来不会吃

亏，老百姓都愿意把家里的老酒卖给他，长此以往

孙建春得了一个“收酒王” 的雅号。

孙建春把收购老酒，还当作文化事业来做。 所

有的老酒不只是味道好，更重要的承载了酒文化和

酒历史，值得收藏和传承。贵阳饭店 28楼不是因为

其楼层高而成为老酒收藏界的高地， 更重要的是，

它把客户的利益放在很高的位置，它把中国酒文化

历史放在很高的位置。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 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

老酒收藏馆。 孙建春将用其十多年的收酒经验，为

大家耐心讲解品酒鉴酒知识。买酒卖酒，地址：喷水

池贵阳饭店 28 楼。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

0851-85666888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

卖万元陈年老酒 送七百现金红包

广告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面临调整

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

慢病用药或将免费

热点一：能口服的不肌注，

能肌注的不输液

热点二： 优先调入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热点三：“神药”出局

热点四：慢病用药或将免费

热点五： 加大基本药物推

广力度

据新华社电 美国“帕克” 太

阳探测器 12 日升空，正式开启人

类历史上首次穿越日冕 “触摸”

太阳的逐日之旅， 这也将成为迄

今最“热”的太空探测任务。

美国东部时间 12 日 3 时 31

分 （北京时间 12 日 15 时 31

分），“德尔塔 4” 重型运载火箭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空军基地腾空而起， 搭载着小汽

车大小、 重约 635 千克的探测器

直入云霄。

美国航天局说，“帕克” 将在

未来 ７ 年内环绕太阳飞行 ２４

圈， 并在金星引力的帮助下调整

轨道逐渐逼近太阳， 最终抵达距

离太阳表面约 610 万千米的地

方， 成为有史以来最靠近太阳的

航天器。

本报讯 8 月 11�日下午， 在哈

尔滨中央大街，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薛苏里带领来自各行各业、 各年龄

段的百名小提琴手， 上演一场史无

前例的小提琴快闪 ———“酷乐哈

尔滨 ——— 中央大街百把小提琴演

奏快闪秀” 。 而这段惊艳的表演也

通过 ZAKER�哈尔滨的直播镜头，传

递到南京、合肥、贵阳、兰州、石家

庄，引来百万网友的围观。

40 分钟的快闪中，小提琴家薛

苏里演奏的《良宵》乐曲声就从马

迭尔音乐阳台上缓缓流出， 那边哈

夏音乐会的动听旋律余音绕梁，这

边中央大街的梵婀玲又久久回响；

而《良宵》《龙的传人》《我的中国

心》《在水一方》《歌唱祖国》等

“中国味道” 的 5�首乐曲在不经意

间开场，又在来不及回味时消散，中

西方文化、 古典与现代在小提琴声

中发生激烈的碰撞， 又完美地熔于

一炉。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薛苏里称之

为“中国式浪漫” 。 现场，每当乐曲

奏响至人们耳熟能详的段落， 总会

传出低声吟唱。

据悉，此次“快闪秀” 由中共哈

尔滨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哈尔滨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旨在让普通市

民在日常生活中， 有了与高雅艺术

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本报记者）

人类历史首个

太阳探测器升空

开启最“热”太空任务

直播传到贵阳引人围观

哈尔滨上演百名小提琴手快闪秀

据新华社电 美国阿拉斯加航

空公司 11 日证实， 美国联邦航空

局、 联邦调查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等多个机构正在联合调查 10

日晚发生的航空公司员工偷驾飞机

并致飞机坠毁事件。 据信肇事员工

在坠机时身亡。

美国地平线航空公司一名地勤

人员 10 日晚未经许可驾驶该公司

一架飞机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

起飞。飞行约一个半小时后，飞机在

距离机场 40 公里处坠毁，没有造成

地面人员伤亡。

与地平线航空公司隶属于同

一集团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11 日

上午在塔科马国际机场举行新闻发

布会说， 美国联邦航空局等多个机

构已经开始相关调查。

目前， 调查人员尚未正式透露

肇事者姓名。《西雅图时报》根据不

同消息来源确认，肇事者为 29 岁的

理查德·拉塞尔， 肇事动机不明确。

但另有报道称，拉塞尔有自杀倾向。

美对偷驾飞机

事件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电 英国曼彻斯特莫

斯赛德地区 12 日凌晨发生枪击事

件，目前已造成 10 人受伤。 案件原

因和枪手身份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说，他们在 12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接到报警电话，获悉在莫

斯赛德地区克莱尔蒙特路段发生枪

击事件。 警察随后赶到现场并封锁

了这一地区，发现 10 名伤者并把他

们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部分伤者伤

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大曼彻斯特地区警察局侦查警

司德比·杜利表示，事发前几个小时

当地刚举办完一场加勒比狂欢节的

活动，因此现场还留下了大量人群。

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发生的具体地

点和肇事者进行确认， 以查明事件

发生原因，并在当地加派警力巡逻，

确保周边民众安全。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事

发地区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以南约

3 公里处，是黑帮团体活跃区域，当

地毒品枪支泛滥问题非常严重。

英国枪击事件

致 10人受伤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