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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狮政办〔2022〕3 号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石狮市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 
示范城市样板县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石狮市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

范城市样板县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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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 
示范城市样板县实施方案 

 
为提高我市高血压、糖尿病（以下简称“两病”）健康管

理服务水平，提升群众健康保障获得感，建立健全“两病”门

诊用药保障机制，推动我市“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范城市样

板县创建活动，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两病”门诊用药保障专项行动示范城市活

动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26 号）、《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专

项行动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医保〔2021〕53 号）、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

关于确定泉州市“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范城市样板县的通知》

（泉医保〔2021〕10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围绕“服务人民、保障健康”的工作目标，坚持示范带

动、“三医”联动、医患互动、创新驱动，发挥中西医融合健康管

理服务优势作用，完善“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优化管理服务，

扩大政策受益面，增强基本医保门诊保障能力，降低“两病”发病

率，减轻“两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持续推进医疗保障和慢病管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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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一）“两病”发病率降低 

1．提高“两病”健康管理率。健全“两病”患者健康管理

机制，加强“两病”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着力提升“两病”

知晓率、规范化管理率和合理用药率，切实提高群众防治“两

病”等慢性疾病健康意识，“两病”患者管理率高于基本公共

卫生考核“两病”患者健康管理率，并逐年提升。 

2．降低“两病”发病率。力争用 1 至 2 年的时间，通过中

西医融合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开展“两病”前期干预，降低“两

病”前期人群转化率，减少“两病”患者并发症发病率。 

（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 

1．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通过强化医保基金监管，有效

遏制“两病”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参保扩

面，优化医保基金总额预算打包支付管理。实行健康促进经费

从医疗机构的成本列支，增强公立医疗机构主动控费节约成本

的动力，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 

2．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加强监管，优化投入结构，

在保证基本医疗卫生费用及基本公共卫生支出的前提下，完善

公立医疗机构财政保障措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公立

医疗机构日常运行承担兜底的财政保障。 

（三）参保群众满意度提升 

1．推进用药保障全覆盖。加强临床规范化管理信息对接，

将医疗机构实施“两病”规范化管理的参保患者全部纳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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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门诊用药保障待遇范围。加快推进“两病”用药保障人群

全覆盖，扩大参保群众政策受益面。 

2．完善用药保障机制。加强“两病”门诊药品配备和使用，

确保“两病”用药配得齐、开得出，确保“两病”患者用得上、

用得好。根据临床需要，优先使用国家、省级组织集中采购药

品，同步保障药品及时配送，保障“两病”患者治疗用药。 

3．提高“两病”待遇水平。完善医保门诊待遇政策，“两

病”普通门诊用药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 50%以上；特殊门诊

用药在二级以上医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不低于 50%，基层医

疗机构不低于 60%，提高待遇保障水平。 

三、工作措施 

（一）引入中西医融合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1．推行“两病”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级中医医疗机构

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特色优势，引导“两

病”患者除应用药物控制血压、血糖外，注重加强养生调理，

倡导患者戒烟、戒酒，采取低糖、低盐、低脂、多纤维的食谱，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适当运动，增强机体代谢能力。探索推

广实施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服务包，服务包内容涵盖中医、西

医体检项目和就诊建议、用药指导、膏方养生、中医外治等中

医药特色健康管理服务，以及饮食调摄、药膳指南、情志调养、

跟踪疗效、运动养护等健康指导建议。在中医“整体观念”和

“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实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2．开展“两病”前期干预。推行全人群健康管理，在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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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筛查“两病”前期人群，通过中西医融合健康管理服务

模式开展“两病”前期干预，倡导中医健康养生的生活理念，

引导人群进行自助式健康管理，降低“两病”等慢性疾病的发

病率。在全人群中选取特定对象进行精准化干预，探索标准化、

规范化健康管理服务。 

（二）统一采供用药 

1．统一用药目录。石狮市总医院要科学制定“两病”用药

目录（详见附件 1、2），对用药安全、有效、经济进行动态监

测评估，根据临床需要，结合专家顾问综合评估意见，适时启

动“两病”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保证用药安全。考虑不同

层次患者需求，目录品种遵循“一品两规”原则（同一通用名

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超过 2 种,因特殊诊疗

需要使用其他剂型和剂量规格药品的情况除外），“两病”用

药目录中非基药品种暂不纳入各基层医疗机构基药目录占比

考核。石狮市总医院要建立统一的药品采购、供应和配备使用

管理机制，实现各镇（街道）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两病”

门诊用药药品供应和药学服务与市医院同质、同量、同价，并

同步延伸至一体化村卫生所，全面实现市、镇（街道）、村（社

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配备同质化。 

2．统一药品采购。石狮市总医院统一采购“两病”用药品

种，加强药品采配管理，严格落实药品采购协议规定，严格执

行国家、省级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中采购

平台线上采购的药耗须达 95%以上。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药



— 6 — 

品，不得以费用控制、药占比、医疗机构用药品种规格数量要

求、药事委员会审定等为由，影响中选药品的供应保障与合理

使用。 

3．统一药品供应。石狮市总医院根据国家基层高血压、糖

尿病防治管理指南，在保证临床用药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基层

诊疗活动实际及群众需求进行统一内部调配供应。个别特殊用

药可提前预定，再进行科学调配供应，保障基层医疗机构“两

病”用药开得出、配得齐。探索第三方提供药品代配送服务。 

4．统一配备使用。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公立

医疗机构应按实际需要配足配齐“两病”用药品种，确保“两

病”患者用药能够用得上、用得好。落实长处方政策，对病情

稳定的“两病”患者可开具 2 个月用药量，特殊时期可放宽处

方用药量至 3 个月。实施药品“双通道”供药管理，推进医保

电子处方流转。 

（三）统一服务模式 

1．推行“一站式”服务。建立市、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保障“两病”健康管理和门诊用药，

由市医共体成员单位实行“一站式”服务。同时，将“两病”

医保特殊门诊审核认定工作下沉到各镇、街道（含卫生院、社

区服务中心），由市医共体内副主任医师以上（含副主任医师）

作出诊断后，各镇、街道（含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医保服

务机构受理并审核认定，由受理机构向医保经办机构报备。建

立健全行风建设专项评价长效机制，全面实施“好差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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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层经办服务评价全覆盖。 

2．推行规范化宣教。根据国家基层高血压、糖尿病防治管

理指南，结合中医治未病的理念，科学编制“两病”标准化宣

教手册，对登记造册的管理人群开展健康宣教，定期组织全市

医务人员、家庭签约医生、健康管理师等进行规范化培训，实

现宣教的同质化、规范化、模板化。 

3．推行全程跟踪服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全面筛查“两

病”患者，将符合条件的患者纳入规范化管理，对未享受门诊

慢特病待遇但已采取药物治疗的“两病”参保对象，主动引导

纳入“两病”普通门诊或特殊门诊用药保障范围。根据服务人

群和对象个体差异，开展针对性、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包括

建立健康档案、定期探望、协助用药等，建立“两病”人群保

障数据台账，同时对健康管理服务全程进行跟踪监测管理，促

进“两病”人群规范用药管理。 

（四）统一费用结算 

1．完善“两病”患者待遇保障政策。对确诊高血压（Ⅱ期、

Ⅲ期）、糖尿病（1 型、2 型）门诊特殊病种的参保对象，在

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取消起付线和病种年度基金支付限额，特殊

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基金支付限额，取消“两病”按季度支付

限额规定。 

2．推行总额预算二次包干。石狮市总医院要规范医保打包

基金使用管理，在医共体总额打包框架下，科学预算“两病”

患者医疗服务费用，在保证合理治疗的前提下，按照“总额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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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共担”的原则，将“两病”患者医疗

服务费用二次打包、二次分配，实行按区域、按人头、按病种

等多元复合支付分配改革，增强基层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意识。 

3．全面推行中医优势病种门诊结算。全面落实中医优势门

诊病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推动“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纳

入中医优势门诊病种医保支付结算，形成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

疗服务费用结算方式，建立医保支付与医防融合协同机制。增

强支付结算与医疗服务协同性，引导医疗机构科学合理控制成

本，严控目录外不合理费用增长。 

（五）统一运行管理 

1．加强信息共享管理。依托智慧石狮管控指挥平台，拓展

建立“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两病”运行信息

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医保经办机构及时将参保居民“两

病”特殊门诊办理信息通过“网格通 APP”或“i 石狮”等途

径抄送“两病”患者参保所在地基层医疗机构，推行“两病”

信息化管理。 

2．加强家庭健康服务管理。进一步明确家庭病床服务主

体、收治对象、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收费、服务管理等

内容，加强对辖区内家庭病床服务收费行为的监督，强化基层

医疗机构在家庭医生签约中的主体责任，做实“两病”健康管

理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家庭医生签约“两病”服务率高于

基本公共卫生考核任务目标。加强家庭签约医生服务绩效考

核，考核结果与签约服务、医保经费拨付使用挂钩，提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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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水平。 

（六）统一健康管理 

1．提升健康管理水平。建立“两病”管理与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融合机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质量。

在门诊、住院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健康检查中提高“两病”

筛查率，实现早筛查、早管理、早干预、早诊治。优化提高“两

病”健康管理和诊治水平，全面落实“两病”基层首诊、上下

转诊制度。探索委托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会投资等多种方

式发展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健康管理服务标准和评价

体系，加强对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的监管。 

2．推进“两病”管理“医防融合”。充分发挥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团队的作用，为签约患者提供综合性的医防服务，推进

健康档案、慢病随访、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与临床治疗服

务融合，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服务需求提供精准健康服务，进

村入户指导患者用药，着力提升“两病”患者的政策知晓率、

规范化管理率和合理用药率。加强对村卫生所（室）的管理和

指导，支持参与“两病”的诊治和用药备药、开方、取药、配

送服务，满足群众就近治疗的需求。 

3．推进“互联网+健康服务”。建立健全“互联网+健康

服务”模式，开展在线健康咨询、预约转诊、慢性病随访、健

康管理、慢性病门诊待遇备案（变更备案）、云处方、复诊核

验、送药到家等服务，为慢性病患者提供更加便捷、有效、可

及的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服务。整合我市对公众开放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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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疗服务入口，在“i 石狮”小程序开设医疗专区。 

（七）统一监管机制 

1．强化“两病”门诊用药监管。医保经办机构要定期调

度“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进展情况，对享受“两病”用药专项

保障、门诊慢特病待遇政策的“两病”人群，分类做好待遇享

受人数、报销费用、报销比例等统计，定期分析统计和监测用

药情况；强化医保智能审核系统在“两病”用药合规性方面的

应用，借助大数据手段，加强“两病”诊疗行为和费用审核，

严禁重复配药、超量配药等违规行为。加强医保经办服务机构

“两病”审核认定的监管，落实集采药品“拆零盖印”举措，

遏制非必要性就医开药行为，严防药品倒卖行为发生。 

2．强化医保医师医疗服务监管。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和医

保医师管理，定期抽查医保医师“两病”认定和诊疗服务工作，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法律法规和医保定点协议及时处

理，坚决打击将未患病人员纳入“两病”、倒卖“两病”医保

药品等欺诈骗保行为，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石狮市创建“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示范城市样板县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 3），负责推进

“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研究，建立

联合监管和考核机制，督促各部门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各单位

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做好“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的重要

意义，按照国家、省、泉州市要求，积极开展工作，确保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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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活动取得成效。 

（二）压实工作责任。医保、卫健、财政部门要建立工作

协同推进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医

保部门要牵头深入调研，了解“两病”患者实际保障需求，对

接上级完善医保待遇政策，切实提高“两病”患者保障水平，

提高基金绩效。卫健部门要做好“两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加

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规范诊疗行为，做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中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将“两

病”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经费列入基本公共卫生专项经费。财政

部门要为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范城市样板县工作提供

经费保障。石狮市总医院要加强“两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规

范医疗服务和门诊用药保障行为，指导督促各级公立医疗机构

落实“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工作，配合做好“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经费投入，夯实“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基础。其

他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参与“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范城市

样板县创建工作。 

（三）强化考核评价。医保、卫健、财政等部门要建立以

结果为导向，以健康管理服务效果和“两病”患者感受度为重

点，以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改进服务质量为目标的“两病”绩

效考核评价体系。将参保对象“两病”门诊用药服务保障患者

数量、服务质量、指导用药可及性等指标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绩效考核结果激励奖惩作用，

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质量提升。同时，将“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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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健康管理水平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域医共体医保基

金打包支付绩效考核内容，推动“两病”管理、用药和医保支

付有机融合。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单位要紧密围绕“两病”门诊用

药保障机制开展宣传工作，制作通俗易懂的“两病”健康知识

宣传，普及“两病”健康知识，全面提升“两病”工作的知晓

率。要做好经验亮点总结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经验做法，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附件∶1．石狮市“两病”门诊用药参考目录（高血压） 

2．石狮市“两病”门诊用药参考目录（糖尿病） 

3．石狮市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范城市样 

             板县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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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两病”门诊用药参考目录（高血压） 
药品名称  药品名称  药品名称 

阿司匹林肠溶片 

 

普伐他汀 

 

托拉塞米片 

替格瑞洛 氟伐他汀钠 氢氯噻嗪片 

氯吡格雷 阿昔莫司胶囊 缬沙坦 

阿托伐他汀 依折麦布 厄贝沙坦 

瑞舒伐他汀 吲达帕胺 氯沙坦 

苯扎贝特片 呋塞米片 替米沙坦 

非诺贝特 螺内酯片 坎地沙坦酯 

阿利沙坦酯 乐卡地平 维拉帕米 

福辛普利 非洛地平 地尔硫卓 

卡托普利 硝苯地平 地高辛片 

依那普利 氨氯地平 参松养心胶囊 

贝那普利 左旋氨氯地平片 速效救心丸 

培哚普利 沙库巴曲缬沙坦 稳心颗粒 

雷米普利 地巴唑片 复方丹参滴丸 

美托洛尔 缬沙坦氨氯地平片(I)  

比索洛尔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拉贝洛尔 尼可地尔片  

普萘洛尔 尼莫地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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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石狮市“两病”门诊用药参考目录（糖尿病） 
药品名称  药品名称  药品名称 

阿卡波糖 

 

吡格列酮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30/70) 

伏格列波糖 依帕司他片 德谷门冬双胰岛素 

米格列醇 甲钴胺 甘精胰岛素U300 

二甲双胍 门冬胰岛素50注射液 德谷胰岛素 

格列吡嗪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利拉鲁肽 

格列喹酮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25R) 度拉糖肽 

格列齐特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50R) 司美格鲁肽 

格列美脲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利司那肽 

利格列汀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艾托格列净 

沙格列汀 谷赖胰岛素注射液 津力达 

阿格列汀 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参芪降糖颗粒 

西格列汀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维格列汀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达格列净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恩格列净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预混 50R)  

卡格列净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预混 30R)  

瑞格列奈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  

米格列奈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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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石狮市创建“两病”门诊用药保障示范城市 
样板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洪奕蓉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傅荣辉  市财政局局长 

        余文革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周龙水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石狮分局局长 

成   员：李垂轩  市财政局副局长 

          蔡民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主任科员 

          谢金磐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张金聪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总监 

          董欣鹏  市大数据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邱泉喜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石狮分局副局长 

          孙飞轮  市总医院院长 

蔡东华  市总医院副院长 

          李炎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魏响育  泉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石狮分中心负责人 

          王雅凉  凤里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卢鸿利  湖滨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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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世炎  灵秀镇政府副镇长 

          蔡雷霆  宝盖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卢小钦  蚶江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张  闯  永宁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王妮娅  祥芝镇政府副镇长 

          杨婉园  鸿山司法所所长 

          李华媚  锦尚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泉州市医保局石狮分局，负责

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事务。办公室主任由周龙水同志兼任，副主

任由李垂轩、谢金磐、孙飞轮同志兼任，成员由各成员单位抽

调组成。今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职务如有变动，由继

任者自然接任，不再另行发文。 

                       

 

 

抄送：泉州市医保局，泉州市卫健委，泉州市财政局。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