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标准化流程与信息化平台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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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总结我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称“药品集采”
）工作的流程和信息化建设实践，以期为药品集采工作的常态化开展

提供借鉴。方法 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体系，包括采用流程图建立标准化流程，开展流程培训以及流程执行情况督导检查，持续
开展流程优化。针对需要大量计算的任务环节进行信息系统开发，提高信息处理的自动化水平。结果与结论 我院建立了包括报
送集采药品需求量数据工作流程、集采药品正式开始执行流程在内的 8 个具体工作流程，并采取了流程培训、建立督导检查制度、
采用辅助手段促进流程贯彻执行等措施，针对流程、工作表单进行了优化；我院还建立了“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平
台和“集采药品日常使用监管”平台，用以完成这 2 个数据计算量特别大的工作任务。工作标准化流程体系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提
高了我院药品集采工作的运行和监管效能，保证了集采任务的完成，
节省了人力资源，
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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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standardized workflow and informatization platform for centralized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WEI Yingying，LIU Dong，YIN Xiongzhang，YANG Hongbin，HE Guofang，LI Fei’e，CHEN Shunda，GONG
Xuepeng（Dept. of Pharmacy，Tongji Hospital，Ton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Wuhan 430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procedure and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entralized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VBP） in our hospital，in order to give references for normal development of centralized VBP. METHODS The
standardized workflow system was established，including using flow chart method to establish standardized workflow，carrying out
procedure training and inspection of procedure implementation， and continuously conducting procedure optimizatio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for the task links that needed a lot of calculation to improve the automation level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SULTS & CONCLUSIONS Eight specific work procedures were established in our hospital，including the work
procedures of submitting the demand data of centralized VBP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VBP，and has taken measures
such as procedure training，establishing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system and using auxiliary mean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cedure，so as to optimize the procedure and work form. An informatization platform for the clinical task allocation of the
agreed purchase quantity of centralized VBP and a supervision platform for the daily use of VBP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 our
hospital，then the two tasks with a large amount of calculation could be finished. Standardized workflow system and informatiz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has improved the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efficiency of centralized VBP in our hospital，ensured the
completion of centralized purchase tasks and saved human resources，which has a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KEYWORDS

volume-based procurement；standardized workflow system；informatization platform；procedure optimization

作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2019

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

年 4 月，第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

见》[1]，自此国家药品集采工作进入了常态化发展阶段。

“药品集采”
）陆续在 11 个试点城市实施。之后，经过试

为贯彻落实国家药品集采政策，各医疗机构均积极探索

点地区和带量采购品种的“双扩围”，国家药品集采工作

药品集采工作方案，包括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模

快速推进。2021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

式、适时调整医院药品目录、建立中选药品使用监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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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机制、开展非中选药品和未集采同类药品的使用管
理、对医院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等[2－4]，这些措施为药
品集采政策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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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第二批集采药品第一期采购合同的到

1.1

药品集采工作标准化流程的建立

期，部分地区结余留用政策的落实，医疗机构对药品集

药品集采工作组首先依据不同目标任务拟定流程

采工作的全过程有了切实、完整的认识。纵观药品集采

名称，其次梳理部门间、部门内部的工作流转、承接过

工作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全过程：从开始报量到正式执

程，在各部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将每个工作步骤按照

行，从医疗机构内部的日常采购、使用和监管，再到医保

流转的先后顺序用流程图表示出来，进行流程固化；之

部门和医疗机构间的预付款拨付和扣减、使用数据上

后定义每个流程节点的管理责任部门和岗位，规范对应

报、结余留用核算等，整个过程时间跨度长、涉及部门科

文档和表单；最后，通过多部门联席会议，对拟定的流程

室多、工作内容复杂；特别是在每一批次药品集采政策

进行审核确认，初步确定了 8 个具体工作流程，具体清单

开始实施的阶段，从政策发布到正式开始执行，往往只

见表 1。

有几天的时间，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为了使医院各职
能管理部门及临床科室的工作统一协调、迅捷高效，我
院快速建立了药品集采的标准化工作流程体系，有预见
性地进行了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建立了集采工作信息
化平台，为药品集采工作的有序开展和稳步推进提供了
有力保障。现将相关工作实践总结如下，以期为药品集
采工作的常态化发展提供参考。

1.2

药品集采工作标准化流程的执行
为了保障药品集采政策的贯彻落实，在建立标准化

工作流程的基础上，还要确保流程的有效执行，我院采
取了以下三大措施。
1.2.1

流程培训

围绕药品集采流程体系，针对不同目

标任务流程，由相应职能管理部门牵头开展多维度、多
频次的集中培训[6]。比如医务处牵头组织药学部和各临
床科室开展集采药品使用管理流程培训；药学部及信息

1 药品集采工作标准化流程体系的建设
国家药品集采是一种全新的药品采购模式，带量采
购、医保基金预付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要求医疗机构
必须建立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和以往采购方式不同的
药品采购和财务管理流程。构建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体

科针对临床科室内部开展集采药品的采购、请领培训，
针对临床医护及患者集采药品问询开展专项培训；财务
处及药学部牵头组织信息科、医保办进行集采药品结算
流程培训等。集中培训的内容包括集采药品政策、标准
化工作流程、规范化文档和表单。通过培训，不同部门

系可以规范整个工作的流转过程，明确每个过程节点需

和岗位的员工了解了药品集采政策的基本常识，熟悉了

要什么部门、什么岗位的工作人员参与，流程节点需要

和自己相关的工作流程和任务时间节点，掌握了流程相

完成什么工作以及工作要做到什么程度，并通过培训、

关表单、数据的正确填报和计算方法，有效保证了流程

督导落实保证标准化流程的正确执行，是快速建立新工

的顺利执行。

作秩序的有效手段 [5]。为此，我院在医院药品集采工作

1.2.2

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医务处牵头药学部、财务处、医保

流程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正确和高效执行，药品集

办、信息科等相关职能管理部门以及部分临床科室成立

采工作组制定了督导检查制度，梳理每个流程的关键节

药品集采工作组，快速建立了我院的药品集采工作标准

点，设定考核标准，包括相关工作人员对流程的熟悉情

化流程体系。

况、工作流转的及时性、生成表单的完整性和及时性

建立督导检查制度，强化考核

为保证药品集采

表 1 药品集采工作标准化流程清单
流程编号 流程名称
ypjc-01
报送集采药品需求量数据工作流程
ypjc-02
集采药品正式开始执行流程

起始点
接收医保部门文件
接收医保部门文件

终止点
数据上报成功
上传采购合同

流程相关部门
药学部、信息科
药学部、信息科、医保办、固定
资产办、院办

涉及文件、表单
集采药品需求量数据报表
1.集采中选品种与医院在用品种对照表
2.调价及暂停挂网药品明细表
3.临床通知
4.三方采购合同

ypjc-03

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流程

药品首次采购入库

任务量分配到临床科室且月度 药学部、各临床科室、信息科
使用报表可查询

集采中选品种与医院在用品种使用量对照表

ypjc-04
ypjc-05
ypjc-06

集采药品日常计划、采购、回款流程
集采药品入库验收、发放、滞销退库流程
集采药品日常使用监管及绩效考核流程

制订采购计划
药品采购入库
自动生成月度报表

支付药品款
滞销药品退回药品库房
财务绩效考核扣款

药学部、财务处、信息科
药学部
医务处、药学部、各临床科室、
纪委监察科、财务处、信息科

集采药品入库统计表
每月药品滞销统计表
1.各临床科室集采药品使用情况统计表
2.医疗组集采药品使用情况统计表
3.全院集采药品任务量完成情况统计表

ypjc-07
ypjc-08

集采药品医保基金预付及扣款流程
集采药品使用数据统计、上报流程

核算预付金额
自动生成月度报表

完成扣款
完成数据上报

药学部、医保办、财务处
药学部

上传合同集采药品金额统计表
1.省药械采购平台药品采购明细表
2.市医保平台上报集采药品使用数据报表
3.每批次集采药品节约药品采购资金统计表 a

a：流程优化后增加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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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依据考核标准，各职能管理部门设置专人负责部门

突出的问题，药品集采工作组重新梳理了整个工作流

内部流程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工作，药品集采工作组负

程，发现从上海联采办发布中选结果到湖北省医保部门

责全院流程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工作。通过督导检查

发布执行药品集采结果文件，中间有较长的时间间隔，

工作督促解决流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流程执行

在此期间，可有针对性地减少非中选品种的采购量，从

不力的行为进行督促整改。此外，集采药品的使用情况

而减少政策执行后非中选品种清退的工作量；提前问询

也被纳入了医院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成为医院对临床

中选品种商业配送公司，为后续签约采购工作的快速响

科室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应提供了帮助；提前开展非中选品种评价工作，为高效
为了促进药

完成停止挂网药品清退工作和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

品集采工作流程的顺利执行，同时也为流程的优化收集

委员会的品种遴选工作提供依据。综合上述措施，药品

建议和意见，医院在内部办公平台专门设置了“集采药

集采工作组对现有流程进行了优化，增加了集采结果公

品问题沟通”线上流程，指定专人负责解答与药品集采

布前的“预处理”工作流程，具体见图 1。优化后的流程

相关的问题，收集建议和意见。此外，药学部通过临床

大大减轻了后续流程工作负担，使整个流程工作节奏更

药师的日常网格化管理渠道，将与临床科室沟通集采药

为合理。

品使用情况作为每个月的固定工作项目，提醒自己负责

1.3.2

的临床专科关注集采药品使用情况，便于临床科室及时

过程中，医院需要在不同阶段向有关部门提交不同的报

进行工作部署，推动药品集采工作的落实。

表，医院内部管理也需要数据报表的信息支撑。为保证

采取辅助手段，促进流程贯彻执行

1.2.3

1.3

工作表单的补充与完善

在整个药品集采工作

药品集采工作流程优化

报表数据及时、准确，提高报表适用性，减少不必要的重

随着药品集采工作的快速推进，一方面，国家集采

复工作，需要在流程设计中明确生成表单的时间节点、

政策在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另一方面医院也在自身的

规范表单内容及格式，并严格落实。

工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了使工

随着药品集采工作的推进，数据表单需求也在不断

作流程更好地适应政策和实际工作需求，药品集采工作

变化，对于常规工作所需的报表需要加入到流程中，保

组也在持续开展标准化工作流程的优化工作，包括流程

证其有效执行。例如在第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第一期合

的 重 排 、精 简 ，相 应 工 作 表 单 、统 计 报 表 的 补 充 与 完

同到期时，医院管理部门希望获得该批次集采药品政策

善等。

落实后医院节约的药品采购总金额数据。经药品集采

1.3.1

流程的优化 “集采药品正式开始执行流程”
（流

工作组讨论，明确了该数据应作为一个常规呈报数据；

程编号：ypjc-02）是针对不同批次集采药品正式开始实

继而通过讨论，确认了数据的计算方法和生成表单样

施阶段的工作而拟定的流程。该流程的特点是：从医保

式，将其加入到“集采药品使用数据统计、上报流程”
（流

部门发文到医院上传药品采购合同只有几天时间，在此

程编号：ypjc-08）中，从而使流程表单得到了补充和完

期间，医院需要完成多项事务性工作。其中停止挂网品

善，具体见表 1“a”标注部分。

种的清退没有缓冲期，短时间清退大量药品不仅增加了

2 信息化平台建设

医院工作量，也给商业配送公司或药品生产企业造成了

在药品集采工作中，不管是前期报量，还是后期使

损失，容易引起纠纷。此外，对于非中选品种是否继续

用监管，都涉及大量的数据提取和计算，药品集采工作

使用的问题，需要通过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

信息化无疑是其常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院在药品

会讨论，更加重了短时间内的工作强度。针对以上矛盾

集采信息化建设中，除了和其他医院一样增加了集采药

优化后增加“预
处理”流程

药学部信息员负责
集采中选品种标记、
调价、
新品种建账页、
停止挂网品种清理

药学部减少非中选品种
采购量、提前征询商业配
送公司

上海联采办发布
集采中选结果

集采品种
预处理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
《执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结果的通知》
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对非中选品
种评价及筛选

图1
· 1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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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药品
集采政策

药学部信息员负
责在用挂网非中
选品种调价

药学部库管负责挂
网品种的停用、退
库

医务处、药学
部负责发布药
品停用、调价
通知

医保办负责新药
及调价药品编码
对应

药学部采购人员负责在平台上勾选中选
品种的商业配送公司，下载合同、盖章、上
传合同，以及采购集采中选品种

集采药品政策正式开始执行优化流程
中国药房

2022 年第 33 卷第 9 期

品标识用于医师处方提醒和后续数据统计、增加独立的
集采药品结算路径、生成各种统计报表以外

[7－8]

，还针对

“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和“集采药品日常

即可完成临床科室任务分配，最后再手工录入平台即
可。具体流程见图 2 和图 3。
2.2

集采药品日常使用监管平台开发

使用监管”这 2 个数据计算量特别大的工作任务进行了

为顺利推进集采药品使用工作，医院信息系统依据

信息化开发，实现了集采药品任务量分配自动化和临床

管理需求开发了“集采药品日常使用监管”平台，该平台

使用情况自主统计、查询功能。

与“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平台关联，可自

2.1

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任务分配信息化平台开发

动抓取临床专科任务量数据用于报表信息需求。平台

随着药品集采工作的推进，集采药品品种数量急剧

设置了 4 级报表：一级报表满足国家、省、市医保部门的

增加。不同批次集采药品开始执行的时间不一、合同期
限不同，集采中选品种首次采购进院时间也不同步。为
完成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工作，药品集采
工作组需反复向信息科提出需求，提取历史数据，手工
合并同通用名、同规格药品使用量数据，计算各临床科
室使用量占比，与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进行人工比对
后，再依据各临床科室历史使用数据占比进行任务量的
分配；分配完成后还需将任务量手工录入到临床使用情
况报表系统，用于后续临床使用情况统计和查询。上述
整个过程繁冗复杂，数据量庞大，非常容易出错。通过
信息化开发，我院建立了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
分配信息化平台，工作人员只需整理集采药品中选品种

数据上报需求，报表格式与上报格式相同，实现自动提
取数据功能，导出即可上报；二级报表满足院级行政管
理部门需求，主要内容是各批次集采药品整体完成情
况，便于医院管理层及时调整集采药品管理策略；三级
报表满足临床科室负责人管理需求，主要内容是临床科
室集采药品整体使用情况；四级报表细化到临床科室的
各个医疗组使用情况，便于临床医师在不影响临床治疗
需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集采药品。所有报表集成在使
用监管平台，通过设置不同的权限，保证职能管理部门
及临床科室可随时了解集采药品使用进程。

3 成效

和非中选品种对照关系，手工录入平台后点击运行，就

工作流程标准化体系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显著提高

可自动提取选定时间段各临床科室的历史数据；之后信

了我院药品集采工作的运行和监管效能，使该项工作稳

息化平台会依据对照关系自动合并计算多个同名、同规

步推进。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院合约期内的药品集采

格药品用量，自动计算临床科室使用量占比并进行排

批次包括国家集采一至三批续约，国家集采四批、五批，

序。工作人员只需将排序后的数据导出，与约定采购量

武汉市药品集采第一批续约，湖北省药品集采第一批，

进行比对折算，考虑临床使用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重庆八省联盟药品集采共 8 个批次 [9－10]，有约定采购量

手
工
操
作
信
息
化
自
动
操
作

集采药品中选品种、非
中选品种对照关系表

提取各临床科室历史
使用数量

任务量分配
原则

同通用名、同规格药品
使用量合并

导出排序表
对比任务量
按规则调整分配任务量

任务量录入系统

计算各临床科室使用
量占比并排序

任务量关联至临床使
用情况统计报表

图 2 “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
自动化流程

图 3 “集采药品约定采购量临床任务分配”平台操作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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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集采药品达 258 个品种，2021 年全年集采药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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