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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顾钱江、郑良、陈弘毅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期间，
专程来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了解当地医改惠民
情况。总书记指出，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
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
没有意义。他强调，“十四五”期间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如果说，“健康中国”是做正确的事，那么，
三明医改最可贵的是，在实践中回答了“怎么把
事做正确”的问题。
　　今日被视为全国医改样板的三明医改，乃
是始于一场危机。
　　2012年，在本地医保基金面临“穿底”危局
的情况下，福建三明市被迫启动医改，以整治流
通领域虚高的药品和耗材价格作为“先手棋”和
突破口，整体推进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
改革，建立跨地区药品耗材限价联合采购“三明
联盟”，同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改革医院和医
生收入分配体制，破立并举，系统推进，在破解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
现了医院、医生、患者、医保基金多方共赢。
　　由于深刻变革医疗领域固化利益格局，触
动了个别利益集团的“奶酪”，质疑、歪曲三明医
改的声音一度不绝于耳，折射出医改背后利益
博弈尖锐复杂。
　　在全面调研三明医改做法和成效情况下，
中央深改组会议多次肯定三明医改探索，明确
指出，“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
要注意推广”。2019年11月，国务院医改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要求各地学
习三明医改路径和做法，敢于亮剑，实打实、硬
碰硬推进医改。
　　 2018 年，借鉴三明医改经验，国家医疗保
障局挂牌成立，负责国家医保基层政策制定、统
一管理。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药品和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灵魂砍价”，就是医保“国家
队”和医药、耗材厂商谈判协商，大幅降低了药
品和医用耗材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获益，这一
源于三明医改的做法目前已经在国家层面和全
国绝大多数省份推广。
　　如今，三明医改“星星之火”已经在神州大
地形成燎原之势，三明正在推进落实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治未病”的3.0版本，为破解医改这
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明医改做对了什么？

　　三明医改亲历者、时任三明市副市长的詹
积富告诉记者，2012年至今，三明医改经历了
三个阶段：整治以赚钱为中心，推进以治病为中
心、探索以健康为中心。
　　“改革之前，三明医疗费用每年呈现两位数
增长，2011年，全市医疗总费用为16.9亿元，其
中药品耗材费用10.2亿元，医务性收入6.7亿
元，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2亿余元，欠付
全市22家公立医院医药费1748万余元，不改革
无以为继。”詹积富说。
　　到三明任职前，詹积富在福建省、市二级药
监部门工作10余年，对这一领域的乱象有深入
思考：药品耗材流通领域层层加价，从全国、省、
市、县区到医院，各级医药代表层层代理分包，
以回扣提成开路，出厂价和省级中标价相差数
倍、十几倍，到了患者手中上涨数十倍甚至百倍
屡见不鲜。
　　以某药厂生产的阿司匹林双嘧达莫缓释片
为例，药厂以6元多的出厂价格给全国总代公
司，总代公司以10元价格给各个省代理分销
商，在省级招标中标价69.8元。
　　“抓医改首先要抓‘药改’。”2012年三明医
改启动，在市委支持下，詹积富将治乱象、堵浪
费作为“第一把火”，烧向流通领域虚高的药品
和医用耗材价格。
　　在全市范围内医疗机构用药限价采购、执
行“两票制”、实行“一品两规”，对各医院使用的
辅助性、营养性药品使用情况实时监控，严控大
处方、大检查……通过一系列“组合拳”，三明的

药品价格和医疗费用立刻实现“断崖式”下降。
2013年，三明市22家医院药费5.6亿元，比2011
年减少2.2亿元。
　　“这些措施‘刀刀见血’，针对的都是长期在
行业盛行的‘潜规则’。”詹积富告诉记者，以“两
票制”和“一品两规”为例，三明在药品和医用耗
材采购中，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
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极大减少
了中间流通环节，层层加价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一品两规”则是针对这样的现象：类似药
品药名多、剂型多、规格多、价格乱，甚至同一药
厂生产的同一药品，通过变换名称、剂量、规格，
价格会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这完全取决于代
理药品的不同医药代表的“公关”能力。三明医
改在药品采购中明确，同一品种只采购两个规
格，不仅为医保目录“瘦身”，还有效预防医生在
同样的药品下选择有回扣的高价品种。
　　三明医改从省级同一采购药品目录中选取
129个品规，主要是辅助性、营养性药品，实施
重点监控，对每个月开这些药排名前十的医生
公示、约谈，让其说明理由。“这些药品疗效不确
切，但价格很明确，严重虚高，主要靠高回扣、贿
赂医生来开药。”詹积富说。
　　“治乱”的同时，三明通过系统推进改革，医
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一体推进，明确对公
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采购、重点学科发
展、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由政府负责，医院实行
药品耗材零加成销售，建立药品耗材联合限价
采购“三明联盟”（成员涵盖16个省、包含三明
在内的26个地级市），并在全国率先将城镇职
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
合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承担药品限价采
购与结算，增强议价能力，切断了医院与药品耗
材供应商之间的联系。
　　在斩断医疗回扣“灰色收入”的同时，三明
大刀阔斧改革医院和医生收入分配机制，提升
阳光收入水平，将医院工资总额与药品耗材、检
查化验、床位收入等脱钩，实行院长、医生、全员
目标年薪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的书记、院长、
总会计师的工资由政府直接发放，并提升诊察、
护理、手术、治疗、药事服务费等专业服务在医
院收入结构中的比例。至2019年，三明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院长平均年薪在30万元以上，三
甲医院院长年薪近40万元；医务人员平均年
薪在16万元以上，相较改革前增加了2倍多。
　　三明市医保局局长徐志銮算了一笔账：
改革前的2011年，全市医疗总费用为16.9亿
元，按全省增长中位数16%计算，2012年到
2020年全市医疗总费用应为343.42亿元，而
实际为232.74亿元，相对节约110.68亿元；同
期，药品耗材费用按全省增长中位数16%计
算，应为206.28亿元，实际发生82.25亿元，相
对节约124.03亿元。
　　“治药控费让百姓受益，也腾出了改革的
空间，用于8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并增设药
事服务费，由医保基金全额承担，共增加医疗
服务费2.83亿元，支付药事服务费4459.2万
元，2013年以来累计有57.39亿元转化为医
院收入，为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徐志銮说。
　　三明市副市长张元明说，三明医改实现
了“三个回归”：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让
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让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三明医改“星星之火”燎原神州

　　接受记者采访的医疗卫生领域人士表
示，三明医改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对
医改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重塑利益格局，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三明医改”启动以来，社会上质疑甚至
歪曲这一改革的各类说法一度不绝于耳。有
人用“打麻将”质疑三明医改的成效：“一桌麻
将四方（医院、医生、患者、国家医保）都赢钱，
那谁输钱呢？有这样的好事吗？”；有的药企、
经销商公然声称“封杀三明”；有的则散布“医
改后，三明的好医生待不下去都出走了，好的
药品也进不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2013年至2020年，全国各地共有1400
多批次、近2万人次来三明学习交流医改经
验，但据三明医改团队介绍，有的地方只复制
了部分经验，但由于缺乏整体、系统改革推
进，成效不明显；更多的地方只是来看了看，
回去就没有了下文。

　　除了地方上重视不够、理解不深、缺乏统
筹谋划等原因，利益博弈尖锐复杂是三明医
改推广难的重要原因。
　　张元明告诉记者，三明医改的重要经验
之一是医药购销领域改革，由医药联盟和药
企直接谈判、采购，压缩流通领域层层加价空
间，通过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严控大处方、
过度检查等行为，医院院长和医生实行年薪
制，大幅提升医务人员阳光收入，医生收入和
用药、检查等行为脱钩，斩断以药养医等黑灰
产业链。这一改革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
局，动了既有利益集团“奶酪”，一些人千方百
计阻挠、破坏是必然的。
　　实行年薪制后，相较于改革前，三明的医
务人员收入有数倍提升。张元明说：“尽管明
面上的收入提升，但由于灰色收入明显减少，
一些医院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三甲医院的院
长、医生收入实际上降低了。”
　　“个别院长、医生打心眼里把黑灰收入视
为理所应当，没有想过这些是腐败收益，是国
家医保基金和老百姓血汗钱。”詹积富说。
　 　 三 明 医 改 引 起 党 中 央 的 高 度 重 视。
2014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相关负责人多次到三明实地调研，召开
座谈会；2016 年以来，中央深改组会议几次
听取了三明医改汇报，对三明医改成效和探
索的一系列做法充分肯定，并明确要求在全
国推广。
　　 2017 年一份权威调研报告指出：三明
医改目标明确，符合医改方向，路径清晰，改
革措施可操作性强，蹚出了“三医联动、管控
药价、医保控费、管住院长、给医院自主权、建
立激励约束机制”的改革路子，思路和措施并
不神秘复杂，可操作性极强，其他地方完全可
以学习借鉴甚至复制照搬这一套“组合拳”。
　　2018年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国家医保局挂牌成立，将此前分散在多个部
委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新农合等职责整合到国家医保局，负
责国家医保基金政策制定、统一管理。
　　国家医保局的设立，也借鉴了三明医改
的经验。相关机构 2017 年对三明和福建医

改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明确指出，全民基本医
保制度具有保障、监管、定价和药采等四大职
能，要下决心理顺医保管理体制改革，要借鉴
三明和福建的做法，设立国家医保管理机构，
统筹全国医保管理工作，把人民群众的“救命
钱”管好用好。
　　2018年11月，以“4＋7”集中带量采购药
品和医用耗材为突破口，国家医保局多次组
织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纳入集采范围的
药品和耗材降价明显。
　　“由‘国家队’出面和生产商直接谈判，减
少了层层加价的中间环节，将流通环节虚高
的价格切实降了下来。”詹积富说。
　　2020年3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
确提出，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制度改革，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
算，完善医保支付标准与集中采购价格协同
机制。

迈向 3.0 版，三明医改“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
时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加医疗
资源，优化区域城乡布局，做到大病不出省，
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为
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2016年起，三明医改启动3.0版，旨在
落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理念，从‘治已病’转向

‘治未病’的3.0新阶段，在全市12个县市区组建
总医院，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构建紧密
型医疗共同体，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将分级诊
疗落到实处。”三明市委书记林兴禄介绍说。
　　对于将乐县古镛镇和平村73岁的村民
谢三同来说，每两个月和村医黄金华的一次

“健康约定”，已经雷打不动地坚持了5年。
　　黄金华就是第一批和乡镇卫生院签约的
乡村医生。由单干的“个体户”转为紧密型医
共体成员后，他的职责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
我每天坐在诊所等村民上门看病抓药，现在我
是辖区内1000余名村民的健康‘守门人’，每天
最多一半时间在诊所，剩下半天走村入户。村
民健康情况直接关系到我的绩效。”
　　通过参与公共卫生和村民健康管理，黄
金华的薪酬待遇同过去相比也有了大幅上
升。过去他每年收入不超过3万元，如今的
收入由诊费、公共卫生服务、药品补贴等多项
构成，去年收入5万多元。
　　三明市卫健委主任肖世宣说，黄金华这
样曾经的“赤脚医生”在改革中迎来新生，通
过加入公共卫生服务中，不仅提升了收入和
业务水平，更造福了千万百姓，让基层医疗发
生了颠覆性变化，让群众的健康有了更好的
保障。村医的“新生”也满足了老百姓就近看
病需求。
　　记者调查了解到，3.0版三明医改改革医
保支付方式和医院、医生薪酬计算体系，实行
医保基金包干到县一级总医院进行统筹，每
年医保基金结余大部分用作医院、医生绩效
奖励，并将市县两级医院医生的收入和下基
层坐诊、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宣讲等挂钩。
一些地方还规定，医生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
方面必须有在乡镇医疗机构挂职锻炼半年以
上的经历，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落
到实处。
　　“全县医生绩效收入总额6500万元，其
中8%用于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医生必须下
基层完成随访、饮食和用药指导等，才能获得
相应的工分，才能拿到这块绩效。”三明将乐
县总医院健康管理部主任肖少辉告诉记者。
　　对于参与健康管理的医护人员，三明也
设计了一套考核体系，向着“管好病人，让病
人少得病，少开药动手术，一样能得到体面收
入”的全民健康理念努力。
　　徐志銮说，目前，三明基层诊疗量已达到
57.36%，“小病在村（社区），康复回村（社
区）”的诊疗机制正在渐渐形成。

破解“世界性难题”的样板，进入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的新阶段

“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后，三明医改再出发

三明市第一医院的医保办工作人员（右）向前来咨询药品报销问题的居民讲解相关政策（2020年11月18日摄）。
                                     本报记者姜克红摄

　　（上接1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久久为功，
方有玉成。
　　中国工程院去年完成的评估报告认为，福
建省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部署的改革任务如期完成，
基本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
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创新了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式。

“高颜值”与“高素质”协同并进

　　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次日，福建首单以远期碳汇产品为标的物
的约定回购融资项目、2000万元“碳汇贷”在南
平顺昌县落地。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福建考察时提出，努
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循着“活、优、富、美”的指引，实行“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两条腿走路，类似碳汇交易
这样的绿色故事和创新演绎在福建正越来

越多。
　　有着60多年历史的三明钢铁厂，真金白
银、真刀真枪开展环保改造升级，在钢铁产量成
倍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总能耗基本持平、污染物
排放大幅下降，厂区从原来的“污染大户”建成
了“3A级工业旅游景区”。
　　距离市中心仅17公里的红庙岭，曾是福州
五城区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一度污臭熏天，
而随着福州市进入垃圾“零填埋”时代，这里也
变成了资源循环利用、污染物“近零排放”的生
态产业园。
　　在龙岩漳平市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里，5万
多亩高山茶园和近万株樱花树交相辉映，“红绿
配”的独特景观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当地茶产业
也迎来了更可持续、更多附加值的发展新阶段。
　　绿色发展，考验取舍之道，倒逼产业做“加
减法”。
　　以宁德市为例，当地陆续关闭336个环保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淘汰落后钢铁产能522万
吨，投入3.8亿元关闭拆除41座矿山121个矿点、
166家石板材企业，“腾笼换鸟”之后，闽东大地

崛起了以宁德时代为龙头的千亿产业集群，
曾经的东南沿海“断裂带”成了福建高质量发
展的“新增长极”。
　　“十三五”期间，福建全省GDP接连跃上
3万亿元、4万亿元台阶，同时，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持续下降，清洁能源装机比重56%，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24.9%，四项主要污染
物排放强度约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
　　新征程，再出发。“十四五”发展目标中，
福建提出将力争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再降
10%，全省数字经济规模占比超60%，实现森
林覆盖率提升至67%……

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靠山

　　在闽西山区长汀县，流传着两句截然相
反的民谣：曾经是“长汀哪里苦？河田加策
武”，现在则是“长汀哪里甜？策武加河田”。
　　民谣反映的是当地跨越时空的生态之
变。长汀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县份之一，策武、河田等乡镇是重灾区。而

历经30多年持续治山治水，当地实现了“荒
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跃升，老百姓
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原来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山洪频发，田瘦
人穷，收成全看老天爷‘脸色’。”长汀县远丰优
质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木清说，现在到处山
清水秀，田里每年一季经济作物一季生态水
稻，老百姓的腰包也像山林一样丰盛起来了。
　　绿色，既是看得见的高颜值，更是摸得着
的获得感。
　　“让生态红利落到每户百姓的口袋里，让
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幸福靠山，让常口村
在山水画中笑口常开。”在乡亲们面前，全国
人大代表、福建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
党支部书记张林顺这样宣讲两会精神。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来到三明市将乐县常口村调研。站
在村口，望着眼前的山水，他语重心长地叮
嘱，“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
画’，做好山水田文章”。
　　如今的常口村，山上有脐橙，林下种草

药，依托绿水青山，这里建起了生态漂流、生
态研学、皮划艇训练、森林康养等四大基地，
前来参观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张林顺说，
现在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事干、有钱赚。
　　曾经的“无价之宝”正在变成有形收入。
去年，常口村村民人均收入2.6万元、村集体
收入139万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10多倍和
40多倍。
　　2018年8月，南平顺昌县林农张朝旺将
142亩杉木幼林存入森林“生态银行”，一次
性获得林木收益33.32万元，待林木采伐后，
还能从山林的经济效益中分得三成收益。
　　所谓“生态银行”，是指借鉴商业银行模
式，将分散零碎的生态资源资产权益集中连
片打包，对接绿色产业项目开发运营，实现资
源变资产变资本。
　　坚持绿色便民、绿色惠民、绿色富民，依靠
改革创新建起“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
换通道，福建的探索实践再次印证了总书记讲
的一个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新华社福州3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