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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CFDA 下放医疗器械审批权限，7 月 1 日起施行  

6日，国家食药监管理总局公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事项审批程序的决

定》，将第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审批决定、国产第三类医疗器械和进口医疗器

械许可事项变更审批决定、国产第三类医疗器械和进口医疗器械延续注册审批决定，调

整为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名义作出，该决定自 2017 年 7月 1日起施行。回目录 

网售医疗器械大放开，不用审批了   

7日，国家食药总局官网发布关于落实《国务院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

事项的决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取消了由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实施的互联网药品交易

服务企业审批等三项行政许可事项，今后将不再审批发放互联网药品交易的 B证和 C证，

同时还特别针对“互联网医疗器械交易”进行了阐述。回目录 

精读： 

通知文件指出，从事互联网医疗器械交易服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经营许可或者办理备案，并

按照许可或备案的范围从事经营活动，并及时将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网址、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或备案凭证编号等信息书面告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另通知表示，互联网医疗器械交易服务监管相关政策将另行发布。 

上海要出“绝招”，直指进口高值耗材大降价  

18日，上海市卫计委发布《2017年上海市药政管理工作要点》，其中明确：要开展“沪

港合作采购高值医用耗材”试点工作。《要点》提出，要“在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等

的指导下，协同上海医健事务服务中心和本市有关医疗机构，探索与香港医药健康基金

会建立合作关系，发挥香港高值医用耗材采购价格优势，坚持集中采购方向，保障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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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耗材质量和供应，降低试点品种耗材价格，形成有关联动机制，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回目录 

两高将出新规：药品、医疗器械注册造假坐牢   

10日，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药

品注册申请人自己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

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会议决定，根据会议讨论

意见对《解释》送审稿进行修改，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后适时发布。回目录 

行业动态  

国务院正式下令，医联体大爆发，彻底影响医械企业   

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2017

年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并

特别指出：所有二级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联体，拉开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和城市大医院间报销水平差距。这意味着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参加

医联体。医联体内可统一招标、分级诊疗、共建影像、检验和消毒供应等中心。回目录 

李克强：要把医疗健康产业做成我国支柱产业  

19日，李克强考察山东威海港，期间考察威海威高集团时说，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群众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但该产业目前占我国产业比重不足 5%，与发达

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市场潜力巨大。你们的事业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功德无量。

要把医疗健康产业做成我国支柱产业。回目录 

招标采购违法，发改委反垄断大棒挥向卫计委   

7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出公告：深圳市卫计委承诺纠正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

点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经国家发改委同广东省发改委调查，深圳市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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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存在以下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只允许一家集团采购组织（经遴选为全药网药业）

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限定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生产企业使用全药网药业提供的服

务；限定药品配送企业由全药网药业指定。4月 10日，深圳市卫计委对此作出情况通报，

表示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点已作出 3项整改。回目录 

精读： 

具体垄断行为解读如下： 

1、只允许一家集团采购组织（经遴选为全药网药业）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将其他有能力、

有意愿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的经营者被排除在外，导致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市场只有

一家经营者，没有竞争。 

2、限定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生产企业使用全药网药业提供的服务。限定深圳市所有公立医院

只能通过全药网药业采购；变相限定药企只能通过全药网药业向深圳市公立医院销售目录内药品，

破坏了药品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 

3、限定药品配送企业由全药网药业指定。违背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

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 号）关于药品生产企业自主选择配送企业的规定。 

调查后，深圳市卫计委提出 3 项具体整改措施：一是允许公立医院自主选择采购平台（全药网或

省采购平台）；二是药企可以自主选择配送企业；三是药企自主选择采购平台供货。 

10 家械企遭飞检现质管问题，涉支架、隐形眼镜、基因   

26、27 日，CFDA连发 10家医疗器械企业飞检情况，这 10 家械企均存在质管问题需整

改，其中 7家限期整改、3家停产整改。而这次被飞检企业涉及的产品主要为：冠脉支

架系统、软亲水接触镜（即隐形眼镜）、基因。回目录 

精读： 

具体被飞检的 10 家企业及其产品为：赛诺医疗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生物降解药物涂层冠脉支

架系统、辽宁垠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降解药物涂层冠脉支架系统、易生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氧化二砷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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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支架输送系统、华大基因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检测试剂盒、

北京自然美光学有限公司——软亲水接触镜、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软亲水接触镜、甘肃康

视达科技集团限公司——软亲水接触镜、江苏海伦隐形眼镜有限公司——软亲水接触镜、隐形眼

镜润滑液、广州科甫眼镜有限公司——软亲水接触镜。 

广东要建大批三甲医院   

11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到广州 8家医疗卫生机构调研，提出外围城

区要一步到位扩建、新建一批三甲医院。白云、番禺、黄埔、增城、从化、花都都要新

建一大批大医院。据广州市卫计委透露，2017~2020 年的规划预计今年出台，到时候将

有更多新建大医院开在周边城区。回目录 

精读： 

具体新建大医院盘点如下：  

花都区：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从化区：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黄埔区：广州市第十二

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妇女儿童医院；番禺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番禺院区、番禺区妇幼

保健院；南沙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南沙分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沙院区；增

城区：广州挂绿新城综合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增城院区……。 

“中国造”最贵医疗设备，即将临床   

近日，甘肃省科技厅发布消息称，我国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系统已在甘肃武

威建成并完成调试。日前甘肃重离子医院已经建成，临床试验机构资质申请成功后，有

望今年下半年开展临床试验工作，这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和日本后第四个掌握重

离子治癌技术的国家。回目录 

又有 9 款国产医械获特殊审批   

21日，CFDA发布公示信息，共有 1款医疗器械将获特别审批，8款将进入优先审批。其

中：辽宁垠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药物洗脱球囊导管因“临床急需、且在我国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医疗通讯-2017年 4月 Top Trust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 228 号企业广场 513-515 室             电话：021-63810418-811               

Website：www.medscience-tech.com                             邮箱：daniel_he@top-trust.com  

5 

尚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可用于冠脉分叉病变”将获特别审批。而其它 8

款通过优先审批的产品一半为体外诊断产品。 回目录 

精读： 

8 款即将进入优先审批的产品及申请企业： 

芯片式数字聚合酶链式反应（DPCR)分析系统（南京科维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左心耳封堵器（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生化免疫定量分析系统（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菌心耳夹及输送系统（北京迈迪顶峰医疗科技有限）； 

人 EGFR、KRAS、BRAF、PIK3CA、ALK、ROS1 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半导体测序法）（天津诺禾致

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肺癌靶向药物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高通量测序法）（南京世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胃癌甲基化基因检测试剂盒（PCR 荧光探针法）（博尔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生儿总半乳糖测定试剂盒（荧光分析法）（广州市丰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全国两票制会议决定：6 月份前出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北京主持召开公立医疗机构推行“两票制”工作

座谈会，会议要求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地区要在 2017 年率先推行“两

票制”，于 6月底前研究制定本地区推行“两票制”的具体办法；鼓励其他地区执行“两

票制”，争取到 2018 年在全国全面推开。目前，11 个医改试点省已有福建、安徽、陕

西、重庆、青海、四川、湖南、浙江 8个省市出台实施方案，上海、江苏尚未出台。此

外，非医改试点省辽宁、甘肃、海南、黑龙江、山西都推出了两票制方案。回目录 

医联体国家队成立，百家医院发起全国医联体联盟   

29日，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发起，全国百家医院、产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全国

医联体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由行业协会联合医疗机构、产业机构成立的开放

式医联体平台。作为医联体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全国医联体联盟将推动医联体

学科联盟建设，促进中国基层医疗能力的有效提升。回目录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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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上海家庭医生经验将向全国推广  

14日，全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推进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透露，目前上海市家庭医生

共签约常住居民超过 1000 万人，签约率超过 45%；签约居民人均就诊频次比上年同期下

降 0.56 次，居民就诊下沉社区效应初显。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卫计委主

任李斌表示，将总结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并推广上海等地区

的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回目录 

工信部权威发布：2016 医械工业收入、利润大幅上涨   

20日，工信部发布《2016 年医药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0.6%，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9.92%，利润增长 15.57%。其中各子

行业中，在主营业务及利润方面，同比增速最快的均是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分别

为 12.5%、32.29%。回目录 

2016 年的医院并购，数量翻一番、金额涨两倍   

文章指出，根据普华永道报告统计的数据，2016年，中国境内医院并购数量增至 106

宗，与 2015 年相比翻了一番多；交易金额达人民币 161亿元，较 2015 年增长了 237%。

从金额来看境内医院投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浙江、江苏、安徽，交易数量和

交易金额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医改先行、有特色医改模式或较多的地区。

回目录 

企业新闻  

BD 医疗 240 亿美元收购巴德医疗科技公司，成全球第 6 大医械公司  

24日，BD医疗宣布：将以 240亿美元通过现金加股票交易的形式收购巴德医疗科技公

司，以扩大肿瘤及外科设备的产品组合。碧迪指出，与巴德的交易将令集团的业务重点

从治疗糖尿病扩大至外周血管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疝气以及癌症的治疗方面。合体后

其加总销售额为 133.71亿美元，按 2016 总销售额计其成为全球第 6大医械公司，位于

美敦力、强生、GE、西门子、雅培+圣犹达之后。回目录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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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乐 61 亿美元接盘美敦力旗下 23 类医疗产品  

18日，美国药品经销商康德乐(Cardinal Health)宣布：将以 61亿美元现金收购医疗设

备生产商美敦力公司（Medtronic）旗下的医疗用品业务。康德乐此次收购的是美敦力

旗下病患护理、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及营养机能补全部门，这些业务覆盖了跨越多个市场

的 23 种产品类别，其中包括 Curity、Kendall、Dover、Argyle和 Kangaroo 等品牌。

美敦力表示，整体而言，这些部门在过去四个季度中创造出的营收总和为 24亿美元左

右。回目录 

精读： 

这也证实了之前外界的猜测：世界上最大的医疗设备制造商，“并购狂人”美敦力正在考虑“瘦

身”。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提品牌原本都是柯惠医疗旗下的。Curity 为医用导管类产品；Kendall

为抗血栓压力泵/袋系列产品，用于静脉功能不良防治领域；Dover 为泌尿导管类产品；Argyle

为腹膜透析管及附件类产品；Kangaroo，也即袋鼠牌肠内营养泵及系列产品，可以说是肠内营养

通路领域的经典品牌的。 

2014 年，美敦力宣布以 429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柯惠医疗，成为全球医疗器械行业最大的收购案

件。但是与雅培随后回吐圣犹达部分业务一样，美敦力也开始回吐柯惠部分业务了。 

美敦力、强生、巴德、微创 . . .都被实名举报了   

26日，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发布通知，称中心收到一份关于对部分已挂网高值

医用耗材产品参考价格信息的实名质疑材料。在该通知中，实名质疑材料所涉企业总有

6家：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巴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有研亿

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常道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全球医疗器械三大巨头、以及国内龙头上海微创均在列。

回目录 

精读：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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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材料中所涉企业经办人，须在 5 月 9 日 17点之前，携带授权委托书到该中心对相关

质疑信息进行签字确认，或者是现场递交澄清（证明）材料。逾期未签字确认或是递交澄清材料

的企业，相关被举报产品将暂停挂网资格。 

而这也已经是四川省药械集采中心在这一周内第 3 次就高值耗材参考价格信息问题发威了。 

4 月 20 日，中心发布通知，称在 2017 年 3 月收到一份关于对部分已挂网高值医用耗材产品参考

价格信息的实名质疑材料。 

先健科技被实名举报未按要求及时向中心递交参考价格更新材料。为此，企业部分相关产品被取

消挂网资格、并一年内不再接受挂网申请、不得进入全省集中上网采购医疗机构；还有部分相关

产品被责令实际最低参考价格下浮 10%作为自报价。 

同一天（4 月 20 日），中心发布通知，称 2016 年第二轮新增及增补部分拟挂网高值耗材产品的

参考价格信息，在公示期间收到异议材料。相关企业的经办人也须在 2017 年 5 月 3 日 17 点前对

异议信息进行签字确认或是澄清。在此次通知中，参考价格信息有异议的企业高达 73 家，国内

外知名的众多耗材企业也都在列。 

一周之内，三次通告，众多企业产品的最低参考价格信息填报遭遇质疑，而一旦质疑成真，产品

将被踢出市场或强行降价，最低参考价格填写真乃“一大杀器”。 

美年、万东、鱼跃，又一场资本狂欢派对开幕  

10日，万东医疗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俞熔签订了《股

份转让协议》，鱼跃科技将万东医疗总股本 22%的股权以每股 19.50 元作价逾 16 亿转让

给美年健康实际控股人俞熔。本次股权转让后，鱼跃科技持股比例降至 24.68%，俞熔持

股比例为 22%（成为万东医疗第二大持股人），二者持股比例相差仅 2.68%。根据《股

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该项交易先期支付 50%价款，剩下的 50%价款及其利息在 2018年

1月 31 日前支付。回目录 

顺丰有大动作了，已成立 5 家医药公司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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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据顺丰的信息显示，目前顺丰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0 万元，目

前拥有冷藏车辆 227辆，仓储面积 27666 平方米，下设四个子公司：四川成都子公司、

黑龙江子公司、北京子公司和江苏南京子公司。据了解，顺丰医药干线运输网络目前覆

盖全国 26个主要城市，支线配送覆盖 26个主要城市周边 200 公里范围区域，基本覆盖

了全国 75%以上重点地区。顺丰自有 39架全货机，也将为医药供应链提供航空运力支持。 

回目录 

万达与成都政府签订协议，拟投 700 亿打造医疗产业中心  

6日，万达集团与成都市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根据已经公开的部分信息，

此次合作将耗资 700亿元，在成都建设医疗产业园区，共同打造一座世界级的医疗产业

中心。据悉，成都医疗产业园将分为 A、B两个区，A区为综合医院区，万达负责引进 2

家国际顶级综合亿元和 8家国际一流专科医院；B区为医疗产业园区，将引入 30 家医疗

相关企业。回目录 

雅培“降价”收购美艾利尔   

14日，雅培和美艾利尔宣布，双方同意修订条款：雅培以每股 51 美元购美艾利尔(Alere)，

以结束诉讼。此次收购价格总金额约为 53亿美元，与 2016 年 2月首次宣布的收购金额

58亿美元相比，降低 8.9%。这场历时一年多的收购大戏终于即将落幕。回目录 

锐珂牙科将作为独立公司成立   

近日，锐珂及其母公司将其牙科数字业务出售给 Clayton, Dubilier & Rice (CD&R)和

松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锐珂的牙科数字业务在全球提供面向全科和专科诊

所的影像系统和诊所管理软件，在具有吸引力、高增长的口腔医疗保健市场获得了领先

的市场地位，具备持续增长和成功的良好基础。出售后，该业务将命名为锐珂牙科作为

新独立的公司存在，但不包括牙科 X光片、麻醉剂，Carestream Health 将继续保留此

部分业务。预计该项出售将于今年第 3季度完成交割。回目录 

强生医疗旗下 CODMAN 将收购新型血栓清除设备公司 NEURAVI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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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强生医疗旗下的神经外科与神经血管业务部门 Codman Neuro 表示将收购爱尔兰

医疗器械公司 Neuravi以及其神经与血管治疗技术的产品组合，交易金额未披露。

Neuravi公司生产 EmboTrap 和 EmboTrap II 血管再生平台，用于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该设备能够通过移除脑部血管中的血栓立即恢复正常血液流动来治疗患者。回目录 

爱尔眼科拟 1.52 亿欧元要约收购欧洲最大上市眼科机构  

11日，爱尔眼科发布公告称，拟通过间接全资持有的爱尔国际（欧洲）有限公司向持有

Clínica Baviera, S.A.100%股份的股东发起自愿收购要约，要约对应股本（即 90%股权）

的对价约为 1.52亿欧元。此次收购若完成，爱尔眼科将一举占据在欧洲的领先市场地

位，构建起全球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回目录 

复星医药拟合并调整旗下“医疗器械事业部”和“医学诊断事业部”   

28日，复星医药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加强内部融合和资源整合、加速内生式增长和外延

式扩张步伐，复星医药宣布撤销“制药工业管理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管理委员会”，

由“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

承接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全部业务，并对现“医疗器械事业部”和“医学诊断事业部”进

行合并、新设“医疗技术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器械领域和医学诊断领域的业务经营。

回目录 

IBM 研究院联袂安翰医疗，助力早期消化道疾病精准筛查   

20日，IBM 与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签约发布仪式在北京 IBM 中国研究院举行。

双方共同宣布将在胶囊内窥镜医疗影像领域展开探索性合作，旨在展示通过智能病灶检

测技术帮助安翰处理每年产生的数十亿幅影像，提升消化道疾病早期精准筛查的可行性。

此次研究项目也将探索 IBM 结合多模态学习与模型融合，从内窥镜影像与电子健康记录

中挖掘有价值的知识，并为医生提供诊疗建议的可行性。回目录 

新产品 /技术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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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批准首个用于数字病理学的全切片影像系统   

13日，美国 FDA批准了飞利浦智能网络病理解决方案（Philips IntelliSite Pathology 

Solution，PIPS），这是第一个可以帮助解读数字病理图像的全切片影像系统（ whole 

slide imaging，WIS），也是 FDA批准的第一个用于该目的的 WIS系统。该系统将使病

理学家能够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读取组织切片，以便进行诊断，而不是直接观察在传统

光学显微镜下安装在玻璃幻灯片上的组织样本。回目录 

三款“国内首创”民族产品获批上市   

近日，CFDA批准 3个国产首例创新型医疗器械产品上市：杭州启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皮介入人工心脏瓣膜系统、北京永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可变角双探头单光子发

射计算机断层成像设备、浦易（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

回目录 

精读：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经皮介入人工心脏瓣膜系统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至 2014 年 7 月 3

日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公示程序，至目前获批耗时约 34 个月（近 3 年）。它是一种无需

心脏直视并在非体外循环下植入的人工心脏瓣膜，是国内首个自膨式经皮介入人工心脏瓣膜，为

不适合接受常规外科手术置换瓣膜的患者带来了显著的临床获益。 

北京永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可变角双探头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设备于 2016 年 2 月 4 日

至 2 月 22 日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公示程序，至目前获批耗时约 14 个月。它是国产首台可

变角、全数字化双探头临床通用型 SPECT，通过加装多针孔准直器，无需探头旋转即可实现对心

脏、甲状腺等小器官快速高效精准的图像采集。 

浦易（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降解鼻窦药物支架系统于 2016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20 日进入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公示程序，至目前获批耗时约 10 个月。它是境内批准的首例生物可降解

鼻窦药物支架类产品，其上市有助于降低慢性鼻窦炎患者 FESS 术后复发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波士顿科学新一代可降解涂层支架系统在华上市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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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波士顿科学在 2017 年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上宣布，其里程碑式的心脏介入产

品——新一代铂铬合金可降解涂层依维莫司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系统 SYNERGY TM 正式在

中国上市。这款支架不仅拥有超薄的支架梁，更是开创性地实现了药物释放和聚合物载

体降解同步，在帮助冠状动脉快速愈合的同时，实现极低的血栓发生率，有效减少并发

症，助力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发展。回目录 

爱尔康眼科 CYPASS 微型支架在欧洲上市   

26日，诺华子公司爱尔康宣布，公司的 Cypass微型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该产品属于

微创青光眼手术设备，被批准用于治疗中重度的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合并白内障的手术

治疗，或者作为单独的治疗措施用于之前治疗已经失败的患者。Cypass 微型支架是爱尔

康公司青光眼手术治疗产品组合中的最新产品，该产品上市后，数以百万计的青光眼患

者从此将会有新的治疗选择。回目录 

公立医院 /民营医院  

34 亿元！又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向外扩张   

27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举行开工仪式。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占地

面积 268亩，总规划建设面积近 50万平方米的医院总投资 34亿元，设计门诊量 5100

人/日，总床位 1700 张，功能定位以儿科、康复等学科为重点的大专科小综合模式，计

划 4年内投入使用。在新院区建成前，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已经是河南省规模

最大的省级中医医院和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年门诊量 223 万，年住院病人 6.18 万。

回目录 

精读： 

大医院扩张并非个案。事实上，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公立医院经历了几乎逐年翻倍的疯狂扩张，

你追我赶，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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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字显示，我国 800 张床位以上的医院（卫计委规定的地市办综合性

医院床位数上限）为例，2005 年为 284 家，2008 年为 488 家，2009 年为 588 家，2010 年为 718

家，2011 年为 857 家，2012 年为 1059 家，年递增趋势明显。  

有不完全统计测算，仅 2016 年前 8 个月内，全国 23 省市有 100 家医院新建、扩建，其中深圳甚

至计划 5 年新建 12 家三级医院，并要在 2018 年 12 月前，按照三级医院建设规划，完成 10 家街

道医院的改扩建项目。 

深圳市新建宝安医院集团“医院+社区”一体化运营  

14日，深圳市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挂牌成立仪式在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总

医院（原沙井人民医院）举行。这是继成立宝安中医院（集团）和宝安人民医院（集团）

后，宝安区以沙井人民医院为龙头，组建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宝安第二人民医

院（集团）的成立，将整合沙井人民医院、松岗人民医院及其下属 35间社康中心的医

疗资源。目前集团现有病床 1114张，在岗员工 2135 人，年门、急诊量近 445 万人次。

回目录 

瑞金医院启用先进骨科影像采集设备，医生告别手工时代  

20日，上海瑞金医院在院内举行法国创新科技“EOS X 射线影像采集系统”启用仪式。

EOS成像采集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为先进的骨科影像采集设备，可在十秒钟内完

成患者的全身三维成像，还可以 3D打印患者的骨骼，让骨科医生告别“手工时代”。

2015年 7月，瑞金医院骨科率先引进了该设备进行临床实践，截至目前，已应用该设备

为 1000 多位患者进行了诊治，并收到了良好的反馈。回目录 

新医改  

全国 200 市将迎耗材降价风暴   

21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7月 31 日前，

所有地市出台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9月 30日前，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到 2017 年底，前 4批试点城市（共 200 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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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下降到 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 20元以下。

回目录 

精读： 

早在之前，国务院和国家卫计委就在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相关文件中提出来了，2017 年城市公

立医院药占比控制在 30%以内，耗占比控制在 20%以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关于该项任

务的落实，用的字眼是“力争”实现。最新下发的《通知》中则去掉了“力争”俩字，将耗占比

降到 20%以内作为了前 4 批医改试点城市在 2017 年内必须实现的任务。 

国家层面首次明确给出降低耗占比的细化路线路，城市公立医院控制、减少医用耗材的使用和花

费，也从喊狼来了，变为狼真的来了。 

而降低耗占比，医用耗材企业界必将受到冲击。 

为了完成约束性任务，公立医院一方面会通过集中采购、直接向供应商要价让利、缩减供应商渠

道等各种方法来降低耗材采购价格，另一方面也会加强控制医用耗材的使用管理，少用贵的，多

用便宜的，减少不必要的耗材使用。 

陕西 13 类医用耗材采购必须执行两票制   

24日，陕西省卫计委发布《关于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实行药品和医用耗材“两票制”的通

知》，提出：自 2017年 1月 1日起，陕西省城市公立医疗机构耗材采购实行“两票制”，

县、镇、村医疗卫生机构适时推行“两票制”，也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在药品和医用耗材

采购中推行。对于实行“两票制”的高值医用耗材，《通知》明确包括了血管介入、骨

科植入、神经外科、结构心脏病、非血管介入、起搏器、电生理、吻合器、体外循环及

血液净化、人工器官组织、疝修补、口腔和眼科等 13 大类的医用耗材。回目录 

浙江两票制 7 月 1 日起实施，药品出厂价格将被追溯  

28日，浙江省卫计委官网上挂出该省两票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具有浙江特色的

主要有 3点：允许上市许可人、国内分包装企业、生产企业之间产品经营权转让的受让

http://www.medscienc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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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视为生产企业；线上线下一起来完成对两票的监管；启动建立药品出厂价格追溯机制。

回目录 

精读： 

境外药品国内总代理（含国内分包装企业，全国仅限 1 家）、药品上市许可人委托代为销售药品

的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全国仅限 1 家）、生产企业之间产品经营权转让的受让方可视同生产企

业。 

药品流通企业向医疗机构销售、配送药品时，须将生产企业的发票、随货同行单以及出具给医疗

机构的发票、随货同行单等票据信息，上传至省药械采购平台“票据维护及查询系统”。 

健全药品价格信息监测体系。启动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建立统一的跨部门价格信

息平台，做好与省药械采购平台、医保支付审核平台的互联互通，加强与有关税务数据的共享。

对虚报原材料价格和药品出厂价格的药品生产企业，依法严肃查处，清缴应收税款，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强化竞争不充分药品的出厂（口岸）价格、实际购销价格监测，对价格变动异常或

与同品种价格差异过大的药品，及时研究分析，必要时开展成本价格专项调查。 

医疗 IT 

工行、电信、神州控股等 13 家企业组建健康大数据国家队  

27日，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京筹备组建，将承担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

心和产业园建设国家试点任务。该公司由卫计委牵头组建，由工商银行、中国电信、神

州数码控股、中科院控股等 13家行业内知名上市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是一家以国

有资本为主体的股份制大型企业。回目录 

精读：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公司成立后，将率先与厦门等首批试点市洽谈签约，根据国家试点总体方案

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推动试点地区国家试点项目早日开工建设，为全国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推动健康产业尽快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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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公司成员单位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神州数码

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

公司、首钢总公司、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浪潮集团、万

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三家行业领军

企业和投融资平台。 

国内首家获工商牌照的“网上医院”落户深圳   

6日，互联网医疗平台就医 160同深圳市云杉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合力打造的“就医 160

－云杉医疗网上医院”正式挂牌。这意味着国内首家获得工商营业牌照的网上医院落户

深圳。据介绍，“就医 160－云杉医疗网上医院”旨在将来自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与患

者无缝对接，推动医疗服务模式转型升级，突出大健康的发展理念，实现智慧医疗全天

候、多场景的整体覆盖，探索创新分级诊疗新模式。回目录 

好大夫在线签线下合作基地，计划建设覆盖全国的“网上医联体”   

18日，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宣布，已正式签约成为好大夫在线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的线

下基地医院。同时，双方合作的远程专家门诊正式开诊。此次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合

作，好大夫互联网医院将落地线下实体医院，将线下门诊、病床、检验、影像等线下诊

疗场所设置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据了解，好大夫在线计划在年底前完成覆盖全国的

“网上医联体”平台。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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