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听说 1 枚心脏支架就要 1 万元左右，
我现在安装了 3 枚心脏支架花费还不到 1800
元，真的是赶上国家的好政策了，花小钱治大
病。”

近日，在贵州省心血管病医院 （贵州省人
民医院心内科） 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刘阿姨异
常高兴，她的“心病”终于得以解决。

60 岁的刘阿姨是大方县人，去年因胸痛、
胸闷等病症，在当地寻医问药一段时间不见好
转。去年 12 月 29 日，在省医做冠脉造影检查
后，确诊为冠心病，且冠脉狭窄需做心脏支架
手术。

鉴于患者是稳定性冠心病，可择期手术。
如果跨年后再做手术，心脏支架还能大幅降
价，患者及家属接纳了医生的建议。

1月 1日，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结果在贵州等 18个省 （市、区） 正式落地
实施，10个中选品种均价由 1.3万元降到 700元
左右，降幅超过90%，而 1月底全国所有省份均
将陆续落地实施。

“冠脉支架就是人们常说的心脏支架，新年
后，我院心脏支架手术例次明显增加，有时一
天就有 20 多例次，这在往年同期是没有的。”
贵州省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吴强说，

新政策大大减轻了患者医疗负担，很多患者都
等待跨年后做手术。截至 1月 12 日，该院今年
已完成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77例次，共使用心脏
支架 170枚。

而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同样等待跨
年做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也不在少数。

59岁的患者刘子君 （化名） 是印江自治县
人，去年 2 月份曾在贵医附院置入两枚心脏支
架，总计花费 7万多元。去年 12月 28日到医院
复查，还需要在另外一侧置入 3 枚心脏支架。
得知年后心脏支架要降价，该患者特意推迟手
术。1月 4日手术，1月 6日便出院了，总共花费
2万多元。

“无论是心脏支架置入术，还是冠脉造影，
如今的发展已越来越成熟。而且医保报销已越
来越便捷，患者自付费用变少了。”贵医附院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登海说，手术方式从最
开始需要从病人大腿上的股动脉穿刺，到现在
大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手腕上的桡动脉穿刺，让
患者可以恢复更快、创口更小、无需长期卧
床，住院时间也相应缩短。

谢登海说，以前心脏支架属于高值医用耗
材，有的患者只能望架兴叹，最终选择放弃手
术。另外有部分患者，原本需要植入两枚或更

多心脏支架，但碍于费用太高，只求活下来而
装 1枚心脏支架。如今为了活得好，患者有了更
多更好的选择，医生与患者的沟通也更方便
了。截至 1月 12 日，该院今年已完成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60例次，共使用心脏支架 100枚。

据了解，在省医和贵医附院，心脏支架均
有国产和进口不同的品牌。以前价格从 5000多
元到 15000元不等，如今的价格已降至 400多元
至700多元不等，进口品牌相对较贵些。

“最贵的进口品牌心脏支架20年前要近4万
元一枚，而我接手的患者，前后最多置入过 8
枚心脏支架，花费可想而知。”吴强表示，正常
情况下安装了心脏支架并不会导致寿命缩短，
反而是出现心肌梗塞的人如果没有及时放置心
脏支架，就会在短时间内失去生命。但是安装
心脏支架需要严格评估，不能滥装。

吴强说，心脏支架价格大幅跳水，让部分
犹豫不决或支付能力不足的患者有了治疗的底
气。这样一来，医疗费用整体下降了，对于医
生来说治疗决策权更大，患者不必在费用上太
过担心，有余力做血管腔内影像学等精准检
查，更能保证治疗效果和长期的临床安全。

“以前，心脏支架不仅给患者带来不小的费
用压力，占医保基金的比例也较高。”贵州省医

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赵莉说，
此次公布中选结果后，贵州积极开展落地实施
的各项工作。医保部门督促中选企业按中选价
挂网销售，医疗机构按中选价采购使用，同时
出台医保支付政策，确保降价后的冠脉支架能
让患者用得上、可报销。

赵莉介绍，此次国家组织冠脉支架带量采
购，中选产品均是国内外较为知名的品牌，材
质也是目前市场上相对先进、使用效果较好的
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从结果来看，中选产品
和我省医疗机构报量的重叠度达 70%以上，大
多数为医疗机构以前常用的品牌，医生在临床
使用过程中不会感觉到太多差异，从而为采购
结果的落地打好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心脏支架手术必须用
到的另外一个高值医用耗材——冠脉球囊，我
省已于去年 9 月份牵头重庆市、海南省组成医
用耗材采购联盟开展带量采购。总体价格由原
来平均 3000 元左右，降到 200 元至 550 元之
间，综合降幅85.32%。

未来，贵州仍将多措并举推进高值医用耗
材治理改革，探索完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机制
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用耗材价格形成机制，降
低虚高价格，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

1月 1日，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贵州等18个省 （市、区） 正式落地实施，10个中选品种均价由1.3万
元降到700元左右，降幅超过90%——

“架”起医患“连心桥”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国军

记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贵州作
为全国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 18 个首批落地的
省份之一，前期做了哪些具体准备工作？

赵莉：为做好该项工作，我省首先印发了
相关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于 2020年 12月 31
前完成中选产品配送关系的搭建工作，中选企
业必须保证中选产品的配送覆盖全部采购主
体，并及时、保质、足量供应。

同时，对参加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的二级
及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要求按月预先拨付
上年度医保月均费用的 20%，确保医疗机构 30
天内将耗材采购资金拨付给供应企业。对于医
院，有效减轻了费用结算负担，缩短了支付周
期；对于企业，有效减少了资金垫付时间，降
低了经营成本。

此外，还分批组织各市(州)医保局和县级以
上公立医疗机构共计 590 人次，对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政策和具体操作进行培训，确保准
时落地落实。

记者：心脏支架价格降幅这么大，其质量
能保证吗?

赵莉：其实不用担心企业报价是否已经低
于成本而影响产品质量。一是企业在报价前会

经过一系列的成本测算、财务报表分析等，这
样的报价其实是在合理范围内。二是中选产品
都是临床使用相对成熟的产品，经过多年临床
检验，效果可以保证。三是招标文件明确规定
企业是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在进入招采的门槛
上是有质量保证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遵循
严格的质量标准。

同时，国家药监局也发文明确，加强对冠
脉支架产品的质量抽检工作，根据日常监管中
发现的间题，对生产、流通、使用环节抽取样
品开展重点项目质量检验。对所有中选产品的
使用实现全过程追溯，最大程度保证产品质
量。企业从品质发展、品牌维护来说，会把质
量作为生命来看待。

记者：产品价格大幅降，相应的利润也就
少了很多，最终是否影响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

收入？
赵莉：从医疗机构角度而言，耗材价格的

降低将有助于耗占比的降低，也有助于医疗服
务价格回归医生的价值本身。通过集采挤压心
脏支架的不合理利润空间，也最大限度减少了
医疗腐败的空间。

此前部分医用耗材昂贵的价格中，包含了
很多推广、销售等方面的费用。此次集采打破
了原来的竞价模式，把优质的产品放在同一平
台上公平竞争，可以让企业在公平、公正、公
开的市场竞争中产生中标价格。

从耗材产业发展角度讲，中标企业也不再
需要很多推广、销售方面的费用，可以把更多
资金、精力投入到新产品研发、质量管理、成
本控制中去，将过去企业跑医疗机构的间接竞
争转变为阳光下直接的价格、品质竞争，有助

于医药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记者：心脏支架降到了地板价，是国家带

量采购所带来的真实惠。能否计算一下，此举
降低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具体有多大？

赵莉：在开展集采前，部分经济条件差的
患者不得不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放弃救治。冠
脉支架带量采购以后，价格平均由 1.3万元左右
降至700元左右，无疑极大减轻了患者负担。

据初步测算，心脏搭桥病例中，球囊和
支架的例均费用约为 2 万多元，平均占到总
费用的 40%以上，医保报销的平均比例为
70%至 75%，个人负担的费用约为 6400元左
右。球囊、支架降价后，负担的费用能下降
5900 多元，个人只需负担 500 元左右。以冠
脉支架全省预采购量计算，全年可节约 1.7亿
元。

访谈

降价不降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访贵州省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赵莉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国军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年逾 60的秦桂英本该退
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却毅然放弃安稳、奔赴前
线，成为将军山医院最年长的‘战士’……”1月 8
日，贵州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贵阳隆重
举行，秦桂英在会上被点名表扬，引发关注。

秦桂英是遵医附院院内感染管理科原副主
任。2019 年 12 月，她度过了自己 60 岁的生日，
原本应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 2020年初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计划。退而不
休，疫情之初，她便主动参战，全身心投入到
医院的院感防控工作中。

2020年 2月 2日上午 7点半，秦桂英正准备
去医院上班时，突然接到了医院护理部原主任
江智霞的电话。

“我现在正在贵州省将军山医院，希望您能

过来支援这里的工作。”
“好的，我马上就来。”
7 个字的答复虽短，责任却重如泰山。没

有丝毫犹豫，说走就走，说干就干。
征得医院同意后，秦桂英立即赶赴贵阳。

心细的她考虑到办公所需，打包的行李只带了
简单的个人生活用品，却准备了多个文件夹、
笔记本、多件白大褂和免洗洗手液。

到达贵阳后，秦桂英才想起给家人打电话
报平安。家人的全力支持让她放下牵挂，全心
全意投入到抗疫工作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秦桂英成了将军山
医院抗疫战场上最年长的白衣“战士”，但她丝
毫不因为年纪大就要求少干活、早休息，而是
和大家一同上下班，早上 7 点到岗，有时晚上

还要工作到深夜，凌晨才能休息。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面对疫情决不能退

缩，这个时候，不分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必须
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秦桂英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工作任劳任怨，干事兢兢业业。

将军山医院是贵州集中救治患者的定点医
院，也是贵州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秦桂英
和同事们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大家齐心协
力，共抗疫情。她参与开展了医、护、医技、院
感、病区等多部门的联防联控，迅速完成了相关
制度及流程的制定，以及医务人员的培训、隔离
病房的管理和医护人员防控督导等多项工作。

负责整理上报护理工作日报 77次；调配整
理护理人员进入隔离病区信息 52次；到隔离病
区参与沟通协调 8 次；整理编辑院校学生书写

的家书交出院患者共 112封；协调病区为解除医
学隔离人员离院准备工作62次……

从 2020 年 2 月 2 日到 4 月 22 日，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秦桂英本着“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一切为病人”的服务宗旨，尽心尽力地工作，
密密麻麻的工作事项写满了她的笔记本。

繁忙的工作之余，秦桂英还积极参与疫情
新闻报道工作，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抗疫照片
资料。一个个数字，是她高效工作的最好见
证；一篇篇报道，是她辛勤付出的真实缩影。

“这次有幸参与抗疫，我的人生有了更深的
淬炼，职业生涯也有了一个精彩的收官。我只
是和万千医护人员一样，做了该做的事，为抗
疫尽了绵薄之力。”回到遵医附院后，秦桂英又
继续忙碌在院感科这个最熟悉的岗位上。

花甲之年请缨战“疫”
——记遵医附院院内感染管理科原副主任秦桂英

尹欢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国军

本报讯 （记者 杨国军） 日前，记
者从贵州省人民医院获悉，该院骨科关节
组 2020 年成功救治了 133 例 75 岁以上的
髋部骨折患者，其中 80 岁以上有 65 例，
超过 100 岁的有 3例，年龄最大的患者为
103 岁，临床疗效名列全省医疗机构前
茅。

据介绍，老年髋部骨折常被人称为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如果不进行手术治
疗，受伤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 50%左右。
由于多数老年患者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
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身体状态较差，在
手术治疗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心脑血管
等重要脏器意外。加之老年人身体各个器
官的储备功能差，对手术打击和创伤的耐
受能力低，从而导致患者死亡率较高，尤
其是年龄超过 75 岁的高龄患者，治疗的
难度更大、手术的风险更高。

省医骨科在救治高龄患者的髋部骨折
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骨科团队将加速康
复外科的理念充分应用到临床工作中，与
麻醉、护理等多学科深度合作，发挥多学
科诊疗模式 （MDT） 优势，优化手术各个
环节和处置措施，制定个性化的治疗策
略，显著提高了手术疗效，已成功救治了
大量的高龄髋骨骨折患者。

贵州省人民医院
去年成功救治上百例高龄
髋部骨折患者

本报讯 （记 者 杨国军） 1 月 19
日，记者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获悉，
该院胸外科团队近日成功实施一例机器人
食管癌根治术和一例荧光胸腔镜下肺癌解
剖式肺段切除术，两例新技术均是省内首
次实施。

据介绍，首例机器人食管癌根治术患
者因进行性吞咽困难 20 天入院，通过胃
镜检查及病理活检，被诊断为食管中段鳞
癌。如果采用普通胸腔镜手术，难度较大
不说，患者的恢复时间也长。而采用最先
进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则可避免传统手
术的劣势，增加手术的安全性，减少对周
围重要脏器损伤的几率，进而可在彻底切
除肿瘤的同时把手术风险降至最低。此次
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省的食管癌手
术进入了机器人时代，将会使更多的患者
受益。

另外，在贵医附院胸外科团队施行
的荧光胸腔镜下肺癌解剖式肺段切除术
中，患者因体检发现左上肺小结节 2个
多月入院，胸部 CT提示肿瘤位于左上
肺固有段，直径约 1.5厘米。由于此类
患者有可能在未来出现第二原发肺
癌，适合采用国际指南 （NCCN） 所
推荐的肺段切除术。该手术在最大限
度地保留患者肺功能的同时，为以后
可能出现的第二原发肺癌预留了更多
的处理机会，也是肺癌精准化、微创化
手术治疗的体现。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成功开展两项胸外科新技
术

本报讯 （记者 杨国军）“医术精
湛，华佗再世；医德高尚，恩重如山。”1
月 14 日，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血
液肿瘤科造血干细胞移植团队收到了这样
一面锦旗。当天，成功施行了异基因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3岁重型地中海贫血
患儿出院了，患儿家长对医院十分感激。
据了解，这是遵医附院儿童造血干细胞移
植技术零的突破，标志着该院造血干细胞
移植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据介绍，患儿来自凤冈县农村，出生
3 个月后就被发现患有慢性溶血性贫血，
到遵医附院进行地贫基因检查后，被确诊
为重型地中海贫血。去年下半年，已满 3
岁的患儿与其亲姐姐配型成功，接受各项
检查，均符合手术指征，于去年 12月 4日
接受了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贵州省儿童医院副院长、遵医附院小
儿内二科主任陈艳教授说，地中海贫血是
一种常见的遗传性溶血性贫血，属于高发
疾病，而且重型地中海贫血在我省发生率
也不低，仅遵医附院就有约 150名重型地
贫患者长期接受输血治疗。此次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的成功施行，对贵州省重型地
贫、难治复发白血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淋巴瘤及实体瘤等疾病的患者来说无
疑是一个好消息。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成功完成一例儿童造血干
细胞移植

健康时讯

贵州省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吴强查看患者术后情况。贵医附院心内科医生在为患者置入心脏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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