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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医药 传承与创新

健康周刊

■■■■■ ■■■■■ ■■■■■

一直以来，药价虚高招标采购
(简称“招采”）的问题难以破解。同
一个厂家产出的相同药品，在各地
的标价不一，存在价格虚高空间。
虽然我国早已实施医药集中招标
采购制度，但在国家统一的医药价
格监测体系建立前，各省市医药价
格监测能力随信息化建设水平不
同而高低不一，在履行挂网医药企
业主动降价、医疗机构合理采购和
回款等监管职能上缺乏手段。

去年9月，省医疗保障局联合
省政务服务中心在全国率先打造
首个医药招采和价格监管新模式，
依托医药价格监测服务平台，引入
预警和积分考核机制，实时动态联
动各省挂网价，横向比较本省医疗
机构采购价，有效破解过去医药招
采和价格监管领域“有政策缺手
段”和“有手段低效率”的难题。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
时动态联动各省挂网价，横向比较
本省医疗机构采购价，对全省挂网
药品、医用耗材设定红黄绿线和红
黄灯预警，可督促企业主动调整价
格，挤压医药价格虚高空间。

“采购平台上的药品、耗材的价
格是公开的，如果我们要采购一种
药品，我们会查询这个药品在全国
各地的价格是什么水平，然后再衡
量对比定制招标采购的价格。”海口
市人民医院医学部工作人员倪琼伟
说，目前该医院已经在我省医药集
中采购平台采购了30种降价药品，
采购价格都是比较合理的。

海南创新医药招采机制，引导药价合理回归，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689种药降价的背后

从去年9月到今年9
月1日，我省医药集中采
购平台累计获取全国药

品耗材价格库信息 12 万

条，预警后收到企业主动

降价信息 3204 条，平均

降幅 44.43%，最高降幅

超96.8%，按照降价前后

的采购金额对比，预计可

减少采购资金超 1.17 亿

元。同时，我省主动采购
低价药的医疗机构数量
显著提升。

从去年9月到今年8
月，海南省医药集中采购

平台已注销40 多家医药

配送企业交易账号，对

614 个药品和 5450 个耗

材给予撤网处理，在网的

4000多家医药企业承诺

函提交率达到 100%，集

中采购药品和医用耗材

回款率达到90%以上。

■ 本报记者 马珂 实习生 王菲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拥有一
口好牙已不再仰赖“天生丽质”，“整
牙”大军不断壮大，年龄跨度也越来
越广。但由于正畸治疗价格不菲、
治疗周期长、专业门槛高，外加市面
上各种“新技术”“黑科技”不断涌
现，乱花迷人眼，许多患者感到无所
适从、困惑不已。

如何理性看待牙齿正畸给面
部带来的变化？如何把握牙齿矫
正的最佳时机？9月13日，海南日
报健康融媒《大医精讲》栏目邀请
海南口腔医学会理事、海南泰康拜
博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王树平科
普正畸的正确“打开方式”。

王树平称，口腔正畸是指通过
各种矫正装置来调整牙齿、颌骨及
肌肉的位置，达到治疗错颌畸形的
效果。众所周知，错颌畸形、牙周
病及龋病是目前三大常见口腔疾
病，错颌畸形是患者个体内遗传基
因及后天因素导致的牙齿排列、颌
骨发育等形态的畸形，是口腔疾病
中的一种常见疾病。

2018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错颌畸形人群占比达75%以上，但
就诊比例不足15.4%。

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大家对牙齿及面形美观
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再加上新的
矫正技术出现，对于正畸治疗的需
求也呈几何数级的增长。尤其是
很多家长对于孩子口腔健康关注
度越来越高，青少年正畸人群数量
不断增加。

“以往的正畸治疗概念里，大
家总认为正畸是青少年的专利，该
观点是错误的。”王树平介绍，单纯
用年龄来划分正畸的适应患者群
是不严谨的，这在临床接诊中还造
成了一些患者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的问题。

王树平建议，一定要让医生
来把控治疗时机，医生经常在2-
3岁去指导改正一些不良习惯，可
能在4-5岁去干预，在7-9岁去
治疗，在10-14岁完成治疗，或者
等待成年后再进行矫正。当然，
成人甚至是老年人也可以拥有矫
正的权利，也有解决错颌畸形的责
任，但要经过专业正畸医生的评估
及治疗。

从临床主诉来看，目前主诉
“牙齿不齐，影响美观”的要求占到
至少90%以上，但“咬合不佳，影响
功能”的主诉也占到了一部分。对
于一些拔牙患者矫正治疗，侧貌突
度改善尤为显著，因此也被戏称

“矫牙堪比整形”。王树平提出，希
望每位寻求矫正治疗的患者一定
是以功能为前提去考虑。毕竟，牙
好，胃口好，身体才能健康。

正畸小课堂

问：哪些人可以考虑牙齿矫
正？

答：牙列不齐，嘴突（龅牙），地
包天（牙性、轻度骨性），咬合功能
问题，牙列问题影响发音。

问：几岁开始矫正牙齿？有年
龄限制吗？

答：乳牙列期，可以配合口腔
检查；3.5-5岁时定期就诊，由专科
医生把控治疗时机。

问：哪些人不适合正畸？
答：血液病、糖尿病等全身性

疾病患者，以及妊娠怀孕期间的患
者等需要考虑不矫正或者暂缓矫
正。

问：关于正畸，很多人存在误
区，比如正畸会引发牙疼或者牙齿
松动。很多人不理解正畸治疗为
何拔牙？

答：正畸涉及加力牙齿移动，
加力初期出现3-5天牙齿酸痛是正
常情况，天然牙齿自身有牙周膜，
存在天然动度，矫正中动度会有所
增加。拔牙矫正是为了让获得间
隙，排齐牙列，内收前突面形，解决
中线偏斜，更好解决咬合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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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的正确“打开方式”
流感是常见急性呼吸系统传染性

疾病，严重的流感患者可能发生肺炎、
支气管炎、鼻窦炎等并发症，对公众
健康带来重大威胁。根据中国一项
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有8.8
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导致死
亡，该数据占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病例
数的8.2%。

每年秋冬季都是流感高发季，近
日笔者请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任医师林锋介绍流感的症状、预防和
治疗。

流感和普通感冒有哪些区别？我
国每年流感感染率是多少？

林锋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有甲、
乙、丙、丁四种类型，引起流感流行的
主要是甲流和乙流。

流感和普通感冒不同，流感的症
状和普通感冒有很大区别，流感的主
要症状是高热（38.5度-40度），有全
身症状（比如乏力、肌肉酸痛等），伴
有咽痛或咳嗽，症状严重，传染性
强。而普通感冒一般是流涕、鼻塞、
低热等，症状比较轻，一般会在1周
内自愈，很少影响正常工作和学习，
也很少出现并发症。流感会造成严
重并发症，所造成的的危害比普通感
冒严重很多。

WHO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
流感每年可致约 5%-10%的成人、
20%-30%的儿童感染，造成多达500
万例重症病例和65万例死亡，对公众
健康带来重大威胁。

老年人和慢性病（慢性呼吸系统、
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等疾病）患者及孕
妇、婴幼儿是流感的高危人群，这些人
群突发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及死亡
的比例相对较高。

公众在流感防治上都存在哪些误区？
部分公众认为流感可自愈，这是错

误的。林锋介绍，流感抗病毒治疗的
黄金时间是48小时，如果得了流感，
应该尽快就医并接受抗病毒治疗。目
前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已在临床中广
泛使用；还有一种新型的抗病毒药物
是RNA聚合酶抑制剂，比如玛巴洛沙
韦片，这种全新机制的抗病毒药物,作
用于病毒RNA复制阶段，为患者带来
了便捷的治疗方案。

公众如何预防流感？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

效手段，建议流感高危人群每年在流
感季来临前接种流感疫苗，同时提倡
大家佩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
集。

接种流感疫苗需要注意以下事
项：对疫苗中的成分、鸡蛋、甲醛等过
敏需谨慎；患急性病、严重慢性病、慢
性病急性感染期、发热等，接种需推迟
到痊愈后进行；未控制的癫痫和患其
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
利综合征病史者；家族及个人有惊厥
史者、过敏体质者需谨慎考虑。

（文/王可）

肝癌每年新发约41万人

世卫组织公布的2020最新全球癌症数据显
示，我国肝癌新发病例数每年约41万人，位居癌
症新发病第五名，而肝癌的年死亡人数达39万，
位居第二。海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专家周开
伦介绍，肝癌素有“癌王”之称，死亡率非常高，防
控形势也更加严峻。

周开伦从事肝肿瘤诊疗30多年，经验丰富。
结合自己的日常诊疗工作，周开伦认真总结归纳
了肝癌高发的根本原因。

科学研究表明，肝炎是诱发癌症的第一大
“罪魁祸首”。百分之七八十的癌症患者，患有
乙肝或丙肝等病毒性肝炎。可见，肝炎危害之
大。周开伦认为，预防肝癌的第一要务就是积
极防控肝炎。

众多肝癌患者都有漫长的肝炎病史。由于感
染肝炎后，很多患者没有任何症状，因此往往忽视
治疗。更有甚者，相信所谓的民间偏方或用中草
药胡乱治疗，不仅没控制了肝炎病症，甚至还雪上
加霜，给肝脏造成损伤，加速病情进展。

肝炎通过母婴、性接触及血液传播，带有一
定家族聚集性。周开伦提醒，一是要加强肝脏疾
病的检测，一旦发现感染肝炎，要及时阻断传播
链；二是感染肝炎后，要定期到专业医疗机构诊
疗，并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范用药，绝不能盲目
听信民间偏方。

研究表明，疫苗的接种可以有效预防儿童和
青少年肝癌的发生，乙肝疫苗可能是第一个可以
预防癌症的疫苗。因此，未感染人群，要及时接种
肝炎疫苗。

肝癌预防的五个法则
早 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是肝癌治疗最有

效的“妙方”。随着肝癌治疗医药技术的发展，早
期肝癌5年生存期达85%以上，有些甚至可以达
到治愈标准。

戒 戒烟戒酒。酒进入人体后需要肝脏解毒，
容易形成“酒精肝”。同样，长期吸烟也会诱发肝
癌发生。

淡 保持清淡的饮食。霉变、烧焦、烧糊的食
物，含有致癌物质。红肉、香肠和熏肠等加工肉食
也易引起肝癌发生。平时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
果、粗粮等预防癌症的食物。

闲 要劳逸结合，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规
律。加强日常身体锻炼，紧张工作与休闲生活有
机结合。

松 放松心情，保持良好情绪。研究表明，怒、
悲、忧等不良情绪，可导致多种癌症的发生。

在中医科，常听见患者们说：“医生，我湿气好
重。”那么，“湿气”究竟是什么呢？如何知道自己
体内是否有湿气？祛湿气的方法有哪些？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医生王振为大家科普湿
气那些事。

湿邪，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常因为久居
潮湿之地，连日阴雨、气候潮湿，长期水中作
业，淋雨、涉水或出汗后未及时更换湿衣，导致
湿邪侵袭人体。内湿则多由于本身体质为脾
虚、阳虚，或是过多食用生冷、过甜、油腻的食
物，损伤脾胃，导致运化水湿及布散津液的功
能减退，而生湿从内生。

“湿气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囊括或者概括
很多病。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湿气重”？

湿气重的症状根据头部、舌头、皮肤、关节、大
小便、精神状态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症状。比如口
中粘腻，胃口不佳；头部、身体沉重，如同被布包裹
着；容易疲乏，易困倦；胸闷腹胀，小便短涩；大便
稀烂不成形或是粘腻冲不干净等。

如何祛除体内湿邪?
1.食疗祛湿。许多中药不仅是具有祛湿功能

的药材，也是美味、常见的食物，比如薏米、芡实、
山药、赤小豆、茯苓等，煲汤、熬粥、茶饮都是不错
的选择。

2.艾灸祛湿。艾灸可通过温阳补虚，达到健
脾利湿的作用。可选中脘、关元、足三里、丰隆等
几个穴位艾灸，将艾条一端点燃，对准穴位，距离
皮肤约2-3cm，使局部皮肤觉得温热舒服，无灼
热刺痛感为宜。

3. 运动祛湿。运动能调动人体中的阳气，
推动脏腑功能的运行，有利于健脾除湿。每周
进行3-4次运动，每次运动约40分钟，可选择
八段锦、太极、慢跑等运动。不过，切忌过度锻
炼，以免损伤正气。

4.起居祛湿。生活起居尽量避开潮湿的环境，
选择向阳、采光好的居住环境，减少暴露在潮湿环
境中。

5.心情祛湿。压力过大、思虑过多，常常劳
神，也会导致体虚脾弱，内湿加重。因此，要注意
调节情绪，保持心理健康。

祛除湿邪 用好“五招”

流感？感冒？莫混淆
医生：流感可致严重并发症 治疗莫轻视

数说“新招采”

家庭常用药
降价了！

海南日报记者从689种
降价药品中梳理出以下几种
常用家庭用药，供您参考。
各类药品详细降价信息可参
考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发布的《关于部分药品
调整挂网价格的通知》。

健康养生 科学治病

健康海南行动

大医精讲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吉秋平

689种挂网药品全
部 降 价 ，平 均 降 幅
30.91% ，最 高 降 幅
96.8%！

近日，海南省医药
集中采购平台公示最新
一批在该平台挂网的药
品主动调价结果，在该
平台挂网的 689 种药
品全部降价，个别抗癌
药品单价下降超万元。

我省医保部门引导
药品和医药耗材主动降
价，让老百姓享受到用
药实惠，这是如何做到
的？对此，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了省医疗保障
局、海口市人民医院采
购部门等单位相关负
责人。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探索在医药招采领域管理有关
事前承诺即入制，对直接挂网的药
品品种，只要企业承诺为全国最低
价的，均可直接在全省挂网销售。
此举是为了简化企业进入我省医
药招采市场程序，为医药企业提供
便利，吸引企业进入海南市场。

放得开的前提是管得住，相信
企业事前承诺，是一种市场信任行
为，势必要建立在政府对企业有完
善的监管体系基础上。据介绍，我
省对医药招采实施积分考核机制
与信用评价结合，定期开展积分考
核，注重考核结果运用，匹配国家
信用评价制度，建立起适合海南实
际的操作规范、裁量基准和失信事
项目录清单，联合多部门开展联合
惩戒。

计分考核和信用评价结合，规
范采集医药企业失信行为信息，并
对失信行为给予惩戒，如果企业存
在严重失信行为，还会被取消交易
账号，给予撤网处理。

今年5月，我省出台《海南省医
药招采和价格监测管理暂行办
法》，从法规层面建立规范医药招
采和价格监测的机制，为我省医药
招采市场放开夯实基础，为后续进
一步放开全省医药挂网准入门槛
打下基础。下一步，我省将探索现
有平台挂网的投标竞价和投标挂
网药品全部放开直接挂网，进一步
降低百姓用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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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常用药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江苏涟
水制药有限公司 对乙酰氨基
酚 125mg，人工牛黄 5mg，马来
酸 氯 苯 那 敏 0.5mg*15 袋/盒）
调整前12.3 元/盒，调整后 5.35
元/盒。
小儿肺咳颗粒（天圣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g*18袋/盒）调整前
58.8元/盒，调整后34.2元/盒。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齐鲁制药(海
南)有限公司5mg*14片/盒）调整
前79.52元/盒，调整后14元/盒。

老年常用降压药

非洛地平片（江苏联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5mg*24 片/盒）调整
前19.2元/盒，调整后9.6元/盒。

抗生素类常用药

头孢克肟分散片（广州白云山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
制 药 总 厂 100mg*10 片/盒）调
整前 78.55 元/盒，调整后 57.6
元/盒。
克拉霉素分散片（广东隆信制药
有限公司 100mg*10 片/盒）调整
前22元/盒，调整后12.78元/盒。

维生素类常用药

维生素C片（新乡市常乐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0.1g*100片/瓶）调整
前100元/盒，调整后3.2元/盒。
维生素B1片（福州海王福药制药
有限公司 10mg*100 片/瓶）调整
前100元/盒，调整后10元/盒。

（侯赛辑 许丽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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