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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红妮

通讯员 夏天 黄勇

济南职工医保患者注意，五种

基本药物可以免费领取了！日前，记

者从济南市社保局获悉，2017年9月
开始，济南市职工医保参保人，普通

门诊统筹签约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的，可以申请使用五种免费基本药

物。免费药将根据患者申请按指定

规格发放，每人每年不超过120元。

免费药物主要治疗慢性病

9月4日一大早，市民侯嘉宽来

到济南市营市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侯大爷今年82岁高龄，

是济南市职工医保参保人，患有高

血压、冠心病的他需要常年吃药。这

次就诊与往常有所不同的是，随着

医保政策的调整，侯大爷可以免费

领取基本药物了。

记者跟随侯大爷就诊了解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医生诊断

后，为他开出了三种药，分别是：阿

司匹林肠溶片、硝酸异山梨酯片、卡

托普利片，这三种药分别是用来治

疗冠心病、高血压的，且都属于免费

基本药物，侯大爷拿着处方就可以

到窗口免费领取。“这些药很便宜，

在外面药店基本买不到，既省钱又

方便。”侯大爷高兴地表示。

“2017年9月开始，济南市职工

医保参保人，普通门诊统筹签约在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可以申请使

用五种免费基本药物。免费药将根

据患者申请按指定规格发放。此举

是济南市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障

体系，更好地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普通门诊统筹政策与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政策衔接的重要举措。”济南市

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据介绍，济南市社保局通过对

慢性病发病治疗需求和患者历年用

药数据的分析，从《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中确定了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较

多、疗效可靠的五种品规的基本药

物，免费提供给签约在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患者使

用。涵盖了治疗高血压的卡托普利

片、硝苯地平片、阿司匹林肠溶片；

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片；治疗冠

心病的：硝酸异山梨酯片。

按需发放 医生开处方才能领

按照政策规定，参保人按规定使

用免费药的费用由职工医保基金全

额支付，每人每年不超过120元。参保

人用药超过120元的，超出部分可按

照职工普通门诊统筹规定予以报销。

济南市社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济南市职工医保参保人领取免费药

物时，需经普通门诊统筹签约社区

医疗机构的医生诊治，确有服药治

疗需求的，由医生开具免费药物处

方，登记后取用。参保人员使用免费

药物由诊疗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按

需发放给参保人。

“每次取用免费药时，每个品种

不超过一瓶(盒)，第二次取用时，免

费药剩余不超过7天药量，由社区门

诊医生计算药量后按规定发放。”工

作人员表示。

需要提醒的是，济南市免费药

政策自2017年9月开始实施，因实施

时间到年底只有4个月，因此年内参

保人最多可领取60元的免费药物。

今后每年的免费药限额将从当年1
月1日起重新计算。

□记者 王红妮

记者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

供的一份免费基本药物采购情况

统计表看到，这些免费基本药物

价格都比较低廉，以治疗高血压

的卡托普利片为例，25mg×100
片规格，采购价是2 . 6元，再以治

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片为例，

0 . 25g×48片，采购价格仅2元。

算笔账，参保人治疗高血压，

如果使用“卡托普利”的话，一瓶

药100片，采购价2 . 6元，一年下来

至多花费60元，并且实行免费取

用政策后，由职工医保基金全额

支付，患者自己还可以省下这笔

钱。然而，如果使用其他较为昂贵

的药物，以“代文”为例，一天用药

大概需要花费3元，一月下来90元
左右，一年算下来就是1000多元。

即使扣除医保报销的部分，个人

至少还需要负担四五百元。

“这五种免费基本药物，虽然

价格比较低廉，但是药效有保证，

跟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同类药品

是一样的。”济南市社保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很多便宜药现在很

难买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利润低，药厂没有生产动力。而现

在，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联手，给

参保人提供免费药，在保证使用

量的情况下，激发药厂的生产动

力。

“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是

最常见的慢性病，发病率很高，免

费用药有助于患者早治疗、早预

防，延缓疾病的发展，对个人、对

社会、对医保都是费用的节省。”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算算账

无需自购昂贵药 患者一年省上千元药费

特别提醒

社区签约才可免费用药 签约医院的可更改
□记者 王红妮

根据《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普通门诊统筹部分基本药物免

费使用的通知》(济人社发〔2017〕
1 1 2号 )，对签约社区医疗机构

的职工医保参保患者，免费提

供部分基本药物。对此，济南市

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基

本免费药物只适用在社区治疗，

凡是在社区医院定点门诊统筹的

病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基本药

物免费待遇。”

记者从济南市社保局了解

到，目前济南职工医保普通门诊

统筹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

为212家。济南市社保局工作人员

解释，参保人可以从212家定点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选择一家作为

自己的普通门诊看病就医的定点

医疗机构，与之签订服务协议，从

而按照规定享受领取免费基本药

物的待遇。

据了解，按照门诊统筹签约

政策，参保人首次签约不受时间

限制，只要正常享受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签约当日即时享受

普通门诊统筹的相关待遇。

如果参保人已经签约了一家

三级医院，想改签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怎么办？对此，济南市社保

局的工作人员解释，职工医保参

保人可变更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

构，一般在每年的12月下旬进行

变更登记工作，届时请参保人关

注相关通知。“参保者今年将门诊

定点改在社区医院，从明年开始

就能免费用药了。”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

延伸阅读

引导患者小病进社区 大病按需进医院
□记者 王红妮

据了解，目前职工医保门诊

统筹定点社区门诊可免费用药，而

如果是定点在其他三级、二级、一

级医疗机构则无法享受基本药物

免费待遇。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

此举有助于引导参保人小病进社

区、大病按需进医院治疗。

“一些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

慢性病应以及早干预为主，患者

发现病情应及时跟社区医院联

系，确定治疗方案，从而控制病情

的发展。”相关人士表示，“特别是

一些基本药物，没必要使用进口

药、高端药，基本药物一样有疗

效，能够治好病。”专家表示，一些

药品价格虚高，成分和普通药物

是一样的，只是包装一换，价格就

飞涨。

《中国慢性病报告》显示，我

国慢性病患者2 . 8亿，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是严重困扰人们，特别是危害

中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

病。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岁
以上的成人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

为9 . 7%，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

患病率为33 . 5%，25—34岁年轻

男 性 高 血 压 的 患 病 率 高 达

20 . 4%,且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对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进行

早期用药干预，对延缓参保人病

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减少个人

费用负担有重大的意义。”相关人

士表示。

9月4日，市民侯嘉宽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窗口领到了三种免费药。 记者 王红妮 摄

门诊统筹，是指参保人

在签约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

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符合

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起付线

以上部分纳入统筹支付范围

的保障形式。参保人在定点

医疗机构门诊看病时，凭社

保卡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门

诊统筹医疗费用，参保人可

使用个人账户金或现金支付

个人负担部分，其余部分由

定点医疗机构与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结算。在非定点医疗

机构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

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金或现

金支付，统筹金不予报销。

(1)参保人首次签约不

受时间限制，只要正常享受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签

约当日即时享受普通门诊统

筹的相关待遇；

(2)参保人拟选择的普通

门诊和门诊规定病种定点医

疗机构为同一级别的，应当选

择同一家(门诊规定病种定点

医疗机构为专科医院的除外)；
(3)变更下一医疗年度

定点医疗机构的，参保人于

每年12月中下旬(具体时间

请关注市社保局通知)持社

保卡到新选择的定点医疗机

构医保办办理变更手续；

(4)处于社保卡挂失期

的参保人，需携带社保卡挂

失单及复印件到市社保局医

保门规病种管理服务处开具

无卡证明，凭无卡证明及身

份证办理定点医疗机构签约

或变更手续。记者 王红妮

门诊统筹签约小贴士

免费基本药物目录

序

号

免费

基本药物
规格

适应

病症

1 卡托普利片
25mg*
100片

高血压

2 硝苯地平片
10mg*
100片

高血压

3
阿司匹林

肠溶片

25mg*
100片

高血压

4 二甲双胍片
0 . 25g*
48片

糖尿病

5
硝酸异山

梨酯片

5mg*
100片

冠心病

免费药领取流程

职工医保参

保人选择社区门

诊统筹定点

定点社区门诊
医生诊治，确定用
药需求

门统定点机构
发药

再次取药时由
医生计算药物剩余
按规定发药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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