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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要激活医生合理用药的主动性，还需进一步推进深层次医疗体制改革

解放分析

取消公立医院药占比考核引热议，专家认为未来的处方分析与监测至关重要

医院“松绑”后，病人药费支出会涨吗
■本报记者 顾泳

新年伊始，一则业内消息引发热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取消了在我国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中存在许久的“药占比”指标。

所谓药占比，即“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
比重”的指标。药占比这一特殊的历史产物，

初衷是为了引导合理用药、 控制药品费用快
速增长。 而今药占比考核指标为何会退出舞
台？硬指标取消后，未来促进合理用药该从何
入手？百姓关心的用药可及性、费用合理性将
如何进一步实现？记者就此采访业内专家。

控制药占比，医疗支出反而更高
“药占比考核‘红线’持续这么多年，初

衷是控制药费不合理增长，但实际上，这几十
年里药费支出一路上扬。” 一位业内人士坦
言。影响药品费用的因素有很多，上海市卫生
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介绍， 药品
价格、用药数量、药品品规等均会影响药品费
用。早在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
“2017年底前试点医院将药占比降至 30%以

下”。 这也成为所有公立医院管理者心中的
“底线”，一旦药占比超标将面临整改。

既然药占比“红线”始终存在，为何药费
支出还会上涨？“做大分母”成为一种“钻空
子”的做法。金春林直言，从药占比的公式来
看， 药占比=药品收入/?药品收入+医疗收
入+其他收入），只要“分母”做大，药占比本
身便会降低。因此，一些医院检验、耗材等费
用大幅上扬，看似药占比低了，但总费用却
高了，造成病家负担更重。

一刀切的“药占比”控制了药物费用比
例，也将一些实际需要高价药的患者?例如
肿瘤、罕见病等）拦在门外。“一进保就买不
到。” 此前肿瘤病人呼吁， 高价肿瘤药效果
好，虽纳入医保，但考虑到药占比考核，“分
子”价高指标不过关，病人只能眼瞅着配不
到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
心主任蔡江南表示，这两年我国对新药审批
速度加快，仅去年，十几种肿瘤创新药上市，

价格大多较为昂贵，如果医院药占比考核不
变，医院没有引导用药的积极性，病人最终
难以从新药中获益。

取消考核，会产生连锁反应吗
记者了解到，由于我国医疗机构补偿机

制不到位， 过去很长时间实行药品 15%加

成。自 2012年起，我国陆续改变以药养医格
局，实行药品零加成。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薛迪说，零加成推行以后，药占比考
核指标的存在意义不大了。

药占比考核取消后，会带来怎样的连锁
反应？金春林坦言，“一刀切”的指标取消后，

如果新的精细化指标不跟进，或会出现费用
上涨、药品浪费等不良后果；基于此，引导合
理用药必须进行多维度的药品应用监测。薛
迪介绍，所幸目前用药的临床指南正不断推
进，例如医疗机构的绩效考核指标———均次
费用指标，其中也有药品费用的考核；我国
实行基本用药目录并不断扩大目录种类?迄
今达 688种），一定范围上圈定了用药范围，

但技术层面还需更精细化的监测，以此促进
合理用药。

“简单的指标控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
合理用药。” 蔡江南告诉记者，“不同医院、

不同科室、 不同专科对药物的需求各有不
同，单一指标无法套用全部。”

在专家看来， 控制药品费用过快增长，

需要分门别类多层次去考量。例如，按病种
付费?简称“DRGs”），明确规定某一种疾病
花费多少钱， 从而避免医院滥用服务项目、

重复项目、分解项目，确保服务质量同时，可
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

控费精细化，也需补偿机制到位
从粗放式的一刀切管理到精细化控费，专

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处方分析与监测至关重要。

金春林举例，类似的探索实践已开展，海军军医
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已在国内率先实施处方前置
实时审核模式，借助信息化和智能化，对门诊每
一张处方严格把关， 从源头上杜绝严重用药错
误，规范处方用药。实行的半年内，处方前置实
时审核系统审核处方近 150万张/次，处方合格
率超过 98%。 这样的举措有效引导了合理用
药，控制费用快速增长，并将在全市推广。

取消“药占比”考核，需要医保支付方式的改
革，如此医院、医生才会有内在的积极性去合理
用药。蔡江南表示，通过大数据进行医疗机构之
间的对比，实现管理分析、精细监管，例如同样
治疗特定疾病，A医院为何会比 B医院费用高，

应用了怎样的药品、 是不是属于合理用药……

大数据下的分析，将使监测更加精准、到位。

不过专家还指出，在补偿不到位的现有情
况下，医疗服务价格偏低，一些医院和医生可
能会另想办法来摆脱指标控制， 过度检查、过
度用药、过度耗材等无法彻底避免。要激活医
生主动促进合理用药，还需要许多深层次的医
疗体制改革，包括调整医生收入等，以此从源
头根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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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德倩

本月， 春考填报志愿在即。今
年春招较往年有三大变化。

招生计划有增有减
23所参加春招的院校，招生专

业全部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或市属
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统计显
示，今年春考招生计划 2267名，去
年春考招生 2237人。

今年春考招生计划中，高校及
专业分布有增有减。其中，华东政
法大学增加10人，上海师范大学增
加20人， 上海杉达学院增加10人，

上海建桥学院增加10人，上海第二
工业大学减少10人，上海商学院减
少10人。同时，新增9个专业。专业
招生计划调整与就业供需有一定
关系。如上海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
专业， 招生计划从50人增加到70

人；上海建桥学院的机械设计制作
及其自动化专业?航空器械维修中
美合作）从60人增加到80人。

不少高校尝试多元评价
3月 1日，各院校将在本校网站

公布自主测试资格线和测试安排，

按照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和院校自主
测试成绩， 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信息择优录取。

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参考？

今年开始， 越来越多高校有了自己
的解读。 上海政法学院将把普通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计入自主
测试成绩的150总分， 分值为10分。

据介绍， 往年学校对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的处理方式为赋予等级，今年，

将根据 “自我评价”“成绩排位”“工
作能力”“社会实践”等多部分进行折算入分。

在招生录取标准的大框架中，自主测试环节体现
学校特色的录取标准，真正实现“见人、见分、见材料”

的多元评价探索，本市不少高校有了自己的尝试。

志愿不可“报着玩儿”

今年春考， 在政策上有一个被不少人忽略的变
化。相关部门发布的文件明确：“获得院校自主测试资
格后缺考的考生，其院校自主测试成绩按零分计入春
考总分，并参与院校后续录取排序”。

近年来， 春考报名人数与秋考仅仅相差数千人，

相当一部分考生将其作为秋考模拟。对此，市教育考
试部门认为并非坏事，春考对稀释高考焦虑氛围有积
极意义。不过，有的“练兵”考生对春考的理解存在误
区，认为反正也不会录取，就参与填报志愿，想看看自
己的位置。虽然这是极个别情况，但对于校方录取真
正有志于报考的学生产生了影响。

今年开始， 只要填报志愿并获得自主测试资格，

即使不去参加校测，也有进入投档队列的可能，而如
果被录取了，就意味着失去报名秋考的资格。

阿尔索普携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带来南美交响

乐坛最受瞩目女指挥来沪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美国著名女指

挥马琳·阿尔索普昨天携“亲兵”巴西圣保罗
交响乐团，在上海大剧院带来一场极具南美
交响风情的音乐会。 上海是马琳·阿尔索普
与乐团首次亚洲巡演的第一站。上海观众足
不出沪，就能欣赏到当今乐坛最受瞩目的女
指挥阿尔索普的中国首秀。

伯恩斯坦作品权威演绎者
阿尔索普的指挥生涯光彩夺目，2007年

因受任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位，她
成为历史上首位领导美国大型管弦乐团的
女性。2013年，她登上拥有 118年历史的“逍
遥音乐节”， 成为首位登上该节终场之夜的
女性指挥家。2018年， 她被任命为维也纳广
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成为“音
乐之都” 首位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女性。未
来，阿尔索普还将执棒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
厅管弦乐团、 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交响乐团、

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 巴黎管弦乐
团、伦敦交响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等世
界顶尖交响乐团。

马琳·阿尔索普是传奇指挥伦纳德·伯
恩斯坦最为知名的学生之一， 也是伯恩斯坦

作品最权威的演绎者。 去年为纪念伯恩斯坦诞
辰100周年，阿尔索普在拿索斯唱片公司录制了
8张伯恩斯坦作品的CD， 同时指挥巴尔的摩交
响乐团在逍遥音乐节上演了《斯拉瓦！》和《第二
交响曲“焦虑的时代”》，向自己的恩师致敬。

作为首位赢得库塞维兹基指挥奖的女指
挥，阿尔索普一直把为下一代女性创造机会视
为自己的责任，为她们提供指挥奖学金，鼓励
每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指挥走上世界舞台。难能
可贵的是， 阿尔索普还不忘提携地方乐团，使
之一跃登上国际舞台：她带领巴尔的摩交响乐
团和圣保罗交响乐团首次亮相 BBC逍遥音乐
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琉森音乐节，广受好
评。阿尔索普还关心社会底层的发展。在巴尔
的摩交响乐团任职期间 ， 阿尔索普把
“Orchkids”计划推向了城市中最为贫困的年轻
人，让成年业余音乐家有机会进入巴尔的摩交
响乐团艺术学院学习。

精心编排上海音乐会曲目
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成立于 1954 年。自

2012年接棒圣保罗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后，阿尔
索普带领乐团一跃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古
典乐团。

上海音乐会的曲目经她精心编排，既有
向其恩师致敬的伯恩斯坦轻歌剧 《老实人》

序曲和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
《舍赫拉查德》组曲，也有极少上演的巴西作
曲家维拉-罗伯斯《巴赫风格的巴西舞曲 No.

4》和阿根廷作曲家希纳斯特拉的芭蕾《埃斯
坦西亚》选段。

近年在国内上演的管弦乐团多为德奥系
乐团，能现场聆听南美乐团出演本土作品，可
谓原汁原味的视听享受。 根据伏尔泰的著名

短篇小说改写的《老实人》是伯恩斯坦最负盛名的
舞台作品之一， 描写了年轻学生坎迪德在即将举
行婚礼的时刻，遭遇战争的故事，结合美国本土音
乐的语汇和曲折的故事情节， 展现了正值盛年的
伯恩斯坦强烈的爆发力。《巴赫风格的巴西舞曲
No.4》和《埃斯坦西亚》将现代音乐技巧与当地民
间音乐传统相结合， 表现了深情表白和交流共舞
两种爱情态度。以《一千零一夜》为蓝本的交响组
曲《舍赫拉查德》，讲述舍赫拉查德王后善于用故
事取悦丈夫、并连续说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马琳·阿尔索普指挥圣保罗交响乐团。 ?资料）

申花签约外援中锋伊哈洛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

部昨天宣布，尼日利亚前锋伊哈洛加盟上海绿地申花。

伊哈洛今年30岁，身高1.83米，体重80公斤，是典
型中锋球员。 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挪威奥斯陆闪电俱
乐部，随后辗转意甲、西甲、英超。2017年，伊哈洛登陆
中超联赛加盟长春亚泰，两个赛季出场55场打入36球。

上赛季，伊哈洛打入21球，斩获中超联赛“银靴”。

伊哈洛是比较适合申花的外援中锋，他在前场的
冲击和得分能力，并不逊色受伤前的登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