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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图片新闻

我国医药产业政策研究项目启动

本报讯 9月 3日，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中国药学会
开展的“我国医药产业政策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为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中国药学会组建了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担
任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院副院长王晓良担任负责人。

据介绍，项目研究以“现状研究、趋势研究、政策研究”为主
线，分别从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调研、药品产业发展环境和
趋势研究、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环境和趋势研究、我国现有医药
产业政策梳理研究、我国 2020医药产业政策研究五个方面进
行具体阐述。该研究将引导和调控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帮助合理利用产业资源，建立良好的产业秩序，引领医药产
业发展方向，促进我国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栾奕）

302医院援建的首个艾滋病防治基地
在新疆投入使用

本报讯近日，我军援建的首个艾滋病防治基地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传染病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作为援建方的解放军
第 302医院，今后将每年派遣多名专家赴该基地开展艾滋病防
治技术指导，在当地积极推广艾滋病治疗的新方法，开展艾滋
病相关检测项目，培养艾滋病防控人才，有效提升艾滋病的综
合防治水平。

新疆作为我国艾滋病高发地区之一，防控形势比较严峻，
尤其是亟待建立一个高水平、规范化的艾滋病防治平台。拥有
全军肝病及艾滋病重点防治实验室的解放军 302医院，充分发
挥艾滋病诊、治、防方面的优势和特长，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传染病医院建成了艾滋病防治基地，有效提升新疆艾滋病
的综合防治水平。同时，302医院还根据新疆传染病医院距离
乌鲁木齐市区较远，艾滋病患者乘坐公交往返医院不方便的实
际情况，专门购置一辆中型巴士车赠送给该院，用于艾滋病患
者的接送转运。 （戴欣黄显斌）

糖尿病潜在高危者达 1.4亿
“慢病防治健康行”抵达青岛

本报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中国医药报刊协会共同主办
的“慢病防治健康行”活动于 9月 14日抵达青岛，并在济南军
区青岛第二疗养院举行了“青岛站—糖尿病专题活动”的启动
仪式。

活动邀请了我国著名糖尿病专家对 200名社区和基层医
务工作者进行了培训，并宣讲糖尿病最新诊治标准和并发症的
预防，解析了合理用药及新进展和新技术。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统计数据，203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将

逼近 5亿。更令人担忧的是，2011年我国已成为糖尿病发病率
最高的国家，发病率已达 9.7%。
在当天的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中，解放军 301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田慧作了题为《糖尿病防治的四早原则》的报告。田
慧提醒广大患者要早开始基础治疗、早开始降糖药物治疗、早
开始胰岛素治疗。对饮食控制差、肥胖、自身胰岛素分泌水平不
低的患者，田慧认为不宜过早应用胰岛素，需先严格生活方式
管理减轻体重。近 300名社区群众聆听了这场科普报告。
“慢病防治健康行”青岛工作站同期成立，据主办方介绍，

未来两年“慢病防治健康行”将在青岛开展糖尿病等慢病防控
系列活动。 （王璐）

北京医疗器械检验所举办
首届全员技能比武

本报讯为培养造就一批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职工队
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京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以下简称“北京检验中心”）近日在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
一体化产业基地举办了首届全员技能比武活动。
“现在药检系统都在热议‘科学检验’，身处在医疗器械

这样一个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的高技术行业里，如何做到
科学检验？我想，提高职工的职业技能和素养应该是基础。策
划此次比武，希望通过岗位技能比武促进职工之间的交流，
以比促学，以赛代练，提高大家的综合素质。”谈到举办全员
技能比武的初衷，北京检验中心主任刘毅如是说。

其实，早在今年 6月份，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就着手
职工技能比武实施方案的设计。“争取让更多的职工参于其
中，并且要确保比武层次和质量。”北京检验中心副主任王会
如告诉记者，为公正、公平、真实地展现职工全方位的能力和
素质，方案中确立了动手与动脑相结合，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的比武方针，并对每个赛项的试题选编、评判标准进行反复
酝酿、推敲。

据悉，此次比赛历时 1个多月，共有 180名职工参赛，从
中层管理者到普通一线岗位职工，从行政后勤人员到检验工
程师，相继在办公行政技能、通用知识、动物给药实验、培养
皿制备等 10个项目赛场上登台亮艺。 （张思玮）

姻本报记者刘畅
“三十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但对于

一个企业来说，却经历了太多太多。”回忆创业
的历程，湖南天龙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龙制药）创始人曾昭亮至今仍记忆犹新，感慨
万千。

牙膏中迸发的灵感

天龙制药原名怀化市日用化工厂，当时租
用的厂房不到一百平方米，主要生产花露水、
雪花膏、珍珠霜、痱子水等日化产品，条件十分
艰苦。“我们做煤饼、煤火配料、烧木材、在井边
熬蒸馏水。用木棒当搅拌机、塑料瓶包装、手工
灌、锯片刮，全手工操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
庭式小作坊。”公司老员工申艳介绍，由于当时
的中低档化妆品市场饱和，所以效益越来越
差，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考验。

1982年 5月，受怀化市领导的邀请，远在
邵东的曾昭亮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全部家当，怀
揣呕心沥血积累的三百多个日用化工配方，顶
着压力，克服困难，来到怀化这片创业的热土。
曾昭亮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面对竞争日趋激
烈的日用化工市场，如果没有一个拳头产品而
只小打小闹，难以在市场上立足。
在皮炎平尚未诞生的日子里，市场上对皮

肤病有效的外用膏药很少，尤其在皮肤病高发
季节，皮炎、湿疹等皮肤常见病反复发作困扰
着很多人。一天早上，曾昭亮在使用一种药物
牙膏刷牙时，看着雪白的牙膏挤在牙刷上，他
脑海中瞬间迸出一丝灵感的火花：为什么不能
生产一种医疗、护肤美容为一体的多功能皮肤
病用药呢？

这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曾昭亮研制的是
一种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不仅要
掌握皮肤病、药物学和日用化工等方面的基
础理论，而且还要借工艺技术为中介，才能将
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通过一系列学习，他
设计了上百个配方，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历时
一年多时间，硬是凭着自己不屈的韧劲，顺利
攻克每个难关，一举填写了皮肤用药行业的
空白。

药品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临床的不
断意见反馈过程中，曾昭亮一直在科研一线对

这一产品的配方进行改进，终于使其对湿疹、
各种皮炎、瘙痒症及痤疮的综合疗效得到了最
大的发挥，还成功延长了药品的有效期。
槐花维肤膏的成功，并没有让曾昭亮满

足，反而使他看到了科技创新的无穷魅力，并
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科研开发中。1997
年，他又成功研制了一种纯中药强肾胶囊产
品，并一次性通过了湖南省药政局组织的鉴
定。该产品总有效率高达 98.7%，比对照品高出
23个百分点，而且无任何副作用，在国内同类
产品中居领先地位，荣获了国家“星火计划实
施十周年”暨“‘八五’农业科技攻关成果博览
会优秀项目奖”。

品牌不同品质如一

企业在曾昭亮的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维
肤膏在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好形势，现有的
生产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1992年，
他选中了实力强大且位居窗口位置的香港艺

兰公司，并将“槐花牌”维肤膏的知识产权以
960万元价值入股，共同组建了湖南天龙医药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但随着大量的洋品牌被引进，国内医药企

业蜂拥而上，一时间“品牌乱象”，药品市场也
遭遇到“成长的烦恼”。有些商家不顾自身发展
现状，一味追求利润，竞相效仿、炒作，前赴后
继。导致中国的药品市场，犹如在迷雾中穿行，
消费者也在“雾”中不知所措，市场发展陷入尴
尬境地。一时间，市场上仿制维肤膏的跟风者
层出不穷。

2002年，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下发
《关于做好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的通
知》的文件中要求化学用品的通用名必须体现
主要原料，“槐花”维肤膏因此改名为“槐花”氟
轻松维 B6乳膏。正是此时，“维肤”的商标被某
些商家恶意抢注，并借“维肤”膏的名气欺骗消
费者，还声称自己的非药准字号产品为正宗的
维肤膏，以此混淆市场。
为了与其他厂家的维肤膏区别开来，方便

广大消费者辨识，2008年，天龙制药决定正式
将原槐花维肤膏改名为雅护膏。并斥资千万进
行媒体广告宣传，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雅护
膏，投入市场后，雅护膏因对皮肤的治疗效果
显著，深受消费者青睐，创造了 30年无投诉的
医药神话，在国内皮肤用药市场独占鳌头，并
远销海外。
时至今日，恶意仿制、炒作的其他维肤膏

药厂，多已销声匿迹。而天龙制药却已将现代
制药科技融入古老的酿造秘方中，实现了从纯
人力手工制作到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工
业生产转变，今年“槐花维肤膏”商标正式回归
天龙手中。

风雨后 龙再腾

在长期战略方针中，曾昭亮采取现款现货
的销售方法，加快资金的回笼，再把资金投入
企业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2000年 9月，完全
按照 GMP标准建设的天龙制药的异地搬迁
顺利完成。它的启动，标志着整个天龙集团的
初步启动。
但前几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天龙

制药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产品销量不尽如人
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公司领导关注的不
仅仅是企业的利润，更注重人文关怀。“不但没
有给员工减薪，还给全体员工加薪，解决员工
就餐免费的问题。给员工装修宿舍，安装热水
器，配置电视机、沙发等。”申艳介绍，2010年公
司又投入了上千万的资金，用于办公大楼、喷
泉、假山、公路、人工湖、绿化带、健身设施的建
设，从这点点滴滴就充分体现公司领导习惯化
的管理，和对员工的深情厚爱。
曾昭亮在长期的内部管理中更加强了对

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极大
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公司生产规模一年一个
新台阶。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
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步步为营的发展步伐最
大地发挥了流动资金的动力，公司经济效益蒸
蒸日上，利税数年均超过千万元。
“回顾天龙三十年的历程，我心潮澎湃，心

存感激。”曾昭亮表示，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
后浪推前浪。他欣喜地看到，天龙在新一届领
导班子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和壮大，又迎来了
第二次发展高潮。

简讯

天龙制药：三十载品质如一

零利润售药：从卖药走向卖服务
姻本报记者 刘畅

日前，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介绍
医药分开试点情况时表示，积水潭医院、同仁
医院和儿童医院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年底之
前可能选择其中一家或几家试点医药分开，
并计划明年在全市医院中铺开。

再见，挂号费

据北京市医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截至
目前，在北京率先开展医药分开试点的北京
朝阳医院和北京友谊医院，医保病人门诊次
均费用、次均药费均呈下降趋势，患者个人负
担有所减轻。此外，医院通过加强管理，患者
对医生服务的满意率有所上升。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分别在 7

月 1日和 9月 1日推行医药分开试点，取消
15%药品加成，取消挂号费、诊疗费，收取医事
服务费。医事服务费按医师职级确定为 42元
至 100元不等。不少前来医院看病的患者都
有些惊讶：不收挂号费，收医事服务费，可医
事服务费为什么这么贵？
诚然，医事服务费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但

对于往日因小病就医的患者来说，就医的费用
确实增加了。此外，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表
示，以前可以起大早跑来医院抢到的专家号，现
在更难买到，原本 14元的价格，让她更易接受。
对此，北京朝阳医院理事长封国生表示，

原来知名专家的挂号费才 14元，导致患者不
论大病小病都爱找专家。实行医事服务费后，
部分患者挂专家号前会有更多考虑，不再随
意挂专家号。医事服务费引导患者分流，专家
的时间释放出来后，可以看得更细致。
据北京市医管局问卷调查显示，医药分

开后患者满意度有所升高：在北京友谊医院，
约 84%的患者认为与专家交流的时间长了，
对医生服务的总体满意率约为 82%；在北京
朝阳医院，约 91%的患者认为与专家交流的
时间长了、解释更充分了，对医生服务的总体
满意率约为 93%。记者从两家医院获悉，医院
确实出现了普通门诊患者增加、专家门诊患
者略有减少的趋势。部分患者感受到“专家瞧
病时间长了，药费少了”。

收益下降了吗

“北京友谊医院原来总收入的 13%来自
财政补偿、40%来自医疗收入、47%来自药品
收入。”2012年 9月 8日京沪两地公立医院改
革研讨会上，首都医科大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副院长张健说，“在政府主导与支持下，医院
成为新医疗改革的试点单位，当 2012年 7月
1日后，47%的药品收入被一刀砍掉，虽然进
行很艰难，但效果初见成效。”
“2012年 7月 1日零时起，北京友谊医院

全部中西药品以进价销售，共有 1670个品
种，其中含有 1007种西药、中成药 292种、中
药饮片 371 种等取消了药品加成，平进平
出。”张健说，虽然媒体作正面报道说“医院从
卖药到卖服务”不太严谨，但的确突出了医院
与药品没有了利益瓜葛。
原本占到友谊医院收入 47%的药品项目

一天之隔就“一笔勾销”。这就是医疗改革序
幕的拉开，医院收入来源仅剩下了财政补偿
和医疗收入。医院可以做到的，只有调整医疗
收入作为原药品收入的补偿。其中重点方法
便是医事服务费的推出。
“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改变了医院与医

药利益关联的时代。”张健说，“医生从眼中有
‘病’到心中有‘病人’，更加注重医疗安全、持
续改进；更加注重病人感受、成本的降低、诊
疗的全过程。”他同时表示，医院从“卖药”走
向“卖服务”，势必带来友谊医院整体运行机
制的改变，促使医院注重医疗行为规范、各种
医疗费用结构、医德医风建设，以及对市场需
求的研究等。

民营医院会否加入战团

其实不止北京，本月 10日，湖北全省也
正式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首批 28家
试点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实现药品零差

率销售，同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得不说，
以全国为范围的药品加成战役，已经闪电般
打响。
“以药补医”是上世纪 50年代，国家为弥

补医疗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制定的政策。即允
许医院销售药品时，在进价基础上加价 15%。
随着时代发展，弊端逐渐显现。
但这次势如闪电的战役，对全国的民营

医疗机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民营医院的负责人表示，一个综合性

医院，用药量比较大，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的
30%。而与公立医院不一样的是，民营医院自
费患者超过了 60%。根据医药分开方案里面
提到的，医保定点的民营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部分，医保统筹基金也是有补偿的，但是来民
营医院看病的医保患者只占少部分，大部分
还是自费患者。因此，在两大不利条件下，如
果要取消药品加成，医院的利润将要减少不
少，生存会更加困难。
下调药品价格一方面是市场竞争迫使医

院必须要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也考虑了国
家医改的意见，医院的目的不是卖药，是要解
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目前还没有
政策对民营医疗机构全面实行药品零加成进
行补偿。当然，公立医院药品零加成销售并不
是对所有民营医院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一
些专科和美容类医院影响就会比较小。

领军者

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被卫生部授予“高血压科
普教育合作单位”，“医疗质量万里行———降压在行动”项目
也同时在该院启动。

该院院长肖传实表示，目前医院已组织医护人员成立义
诊服务队，深入基层和社区宣传心脑血管的保健知识、高血
压、高血脂的控制方法及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现场为群
众义诊服务。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李红、邵勇摄影报道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启动“降压在行动”项目

检验大讲堂

星期一的上午往往是检验科最忙碌的
时段，解放军 322医院检验科的生化室所有
的检验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处理着标本。

突然，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科
室的工作节奏。原来是医院普外科医生对近
两天检验科的淀粉酶检测结果提出了异议。

今年年初，普外科收治一名因腹股沟疝
入院的患儿，入院当天便进行肝功能、肾功
能、血糖、电解质和淀粉酶等血液生化检验。
除了血淀粉酶结果为 238U/L，高于正常参
考范围 0~180U/L，其余检测项目未见明显
异常。

而鉴于患儿的临床症状、体征及其他相
关检查等，临床医生没有轻易地下胰腺炎的
诊断结论。翌日，临床医生再次安排重新采
集标本，查血淀粉酶和尿淀粉酶。结果均显
示高于正常参考范围。

既然临床医生对检验结果提出了异议，

检验科苏庆军丝毫不敢马虎，赶紧重新查看
了近期高、中、低值质控情况，然后将标本重
新进行核对。但却并未发现质控失控及标本
顺序错乱等情况。
“那么，还有哪些情况也能导致淀粉酶

增高呢？”苏庆军坐在办公桌前，冥思苦想：
由于患者尚未成年，且当时正值春季，正属
于传染病高发季节。想到这里，苏庆军拿起
电话再次联系主管医生询问患儿的相关情
况，并着重问了问该患儿是否有腮腺炎病
史。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主管医生对患儿
家属的仔细询问，得知患儿确实前几天患过
腮腺炎。而这正是导致淀粉酶异常增高的原
因。

淀粉酶通常在临床上用于胰腺炎的诊
断及鉴别诊断，该酶常在腹痛后 2~12小时
升高，20~30小时达到高峰，一般为正常上限

值的 4~6倍，最高可达 40倍。
除了胰腺炎，很多疾病如胰腺肿瘤、胰

腺损伤、流行性腮腺炎和消化道溃疡穿孔
等，都可能导致淀粉酶不同程度的增高。

检验日常工作中，经常会出现临床医生
对检验报告提出质疑的情况。苏庆军解释其
中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标本的采集、运送
出现了问题；一部分是由于临床医生对检验
结果的解读有误；还有少一部分就是检验医
师在工作中粗心大意、责任心不强，将标本
张冠李戴造成的。

如果临床医生在遇到问题后及时将情
况反馈到检验科，寻求原因和解决方案，这
在苏庆军看来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缓
解医患矛盾，减少医疗纠纷至关重要。

而检验科在对于临床上的反馈意见，一
定要摆正心态，客观看待。“千万不要以为是
临床医生故意找茬。对于临床的意见和建

议，哪怕是没有根据的怀疑，我们检验医师
都要认真分析，找到原因。”苏庆军说。

此外，检验医师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应该主动当好临床的参谋，帮助临床医生
更详细、具体、全面地解读和分析各检验项
目的临床意义。

苏庆军以本案为例谈到，淀粉酶的增高
并不是胰腺炎造成的，除了儿科和传染科的
医生比较了解，其他科室的医生也许很少会
考虑到腮腺炎的影响，这时就需要检验与临
床之间密切的沟通。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在一些大型医院，
很多检验医师也常常参与到临床查房工作，
目的在于最大程度上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
的问题。
“所以说，加强检验与临床之间的沟通，

充分发挥检验医师的作用，对检验和临床都
大有裨益。”苏庆军说。

淀粉酶“暗斗”胰腺炎
姻李羽壮

天龙制药厂区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