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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刘晓杰; "陈喜玲、 郑红初委员:- ·* - 、-·，-」·甲"」⋯"。 。

您们提出的《关于推进我市中医中药产业发展的提案》收悉，

经与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 市教育局、 市农业局、 市食药监局共

同研究， 现答复如下:     ·      ' ·     : ""            " "
2016年8月 I9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讲话中

指出，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

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 。 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中医



药》也指出， 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 许昌发展中医药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优势， 中

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中药材资源丰富，是"歧黄之学"开创之地，"养
生鼻祖"彭祖得道之地，也是神医扁鹊、 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选

行医采药、 著书立说之地， 是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 拥有全

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     ;、
发展， 将中医药纳入全市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大局， 紧紧抓住国家     。

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机遇，推动我市中医药转型发展。 2016年
1月，许昌获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试验区的主题是呻

医药产业聚集发展探索"，肩负着为全国探索中医药产业发展新模

式、新路径的重要使命。在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各位委员《关

于推进我市中医中药产业发展的提案》， 指出了我市中医药发展

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市卫计委会同有关部门逐

项梳理、 分析和研究，·有的意见建议已经吸纳实施， 有的意见建

·议待上级政策允许·或明确后再予以落实。@各位委员挺蛀的这些意@-- ·;·

见建议， 无疑对我市中医药更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   ' -
合委员们的意见建议， 就推动我市中医药产业加快发展， 市卫计

委与有关部门在当前和今后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号 )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

中医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按照国家、省中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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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管理局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具体要求， 参照其他地市中医药管理

机构设置情况，经2017年6月 14 日市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和2017 
年6月 29日七届市委常委会第25次会议研究，决定"在市卫计委
设立副县级规格的市中医药管理局"，并将《许昌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设立许昌市中医药管理局的请示》 (许编 @2017] 62 号 ) 
，       上报省编办。 近期， 我委又向市编办递交了 《关于在这次机构改

·    "     革中进一步理顺市中医药管理局的情况报告》， 建议按照市委、

市政府原来的研究意见，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进一步理顺我市中医

药管理局机构、 人员编制， 以更好的承担全市中医药管理任务。

-¨ -·" ·       二、 充分发挥中医药专家智力作用。 正如委员在提案中指出

的那样， 发展中医药要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客观规律， 需要依法

科学民主决策， 建议成立市级中医药专家委员会或顾问委员会。

2017年8月， 我市举办第一届郁陵国际健康峰会，聘请中国工程

院院士、 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    ， "⋯·张其成等· 12 位知名专家学者做顾问， 为我市中医药发展提供咨
·     询指导; 2017 年 12月， 经过近一年筹备， 许昌市中医药学会正

式成立， 之后相继成立了脑病外科、 中医外科、 心病、 护理、 肛

肠等5个专业委员， 并邀请国际、 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茬

许对前沿技术、 临床思维和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讲授与交流， 着

力提高我市中医药诊疗技术和中医药学术水平; 2018 年4 月， 举

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鳖第一

届学术会议; 2018年7月， 我市举办了全国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

·3-



@

@@吨
@
@

@

地建设成果交流会。 下一步， 我市将进一步借助各类学会、"交流
会等平台， 整合资源优势， 发挥专家智力作用， 为我市中医药发

展出谋划策。                    ·          ;
三、强化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近年来， 我市把监管的重点

放在药品质量监管上， 开展了药品质量提升年行动、 中药饮品质

量提升行动、 中药材专业市场、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等专项整治活

动， 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从原料采购、 生产过程控制、 设施设

备、 质量检验、 产品追溯及各项制度落实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一系列整治行动， 我市涉药单位药品质量管理水平有了较大

提高， "有效保障了我市群众用药安全。 ·委员们提出的关于废除

GSP> GMP的建议， 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两证合一; 关于增加中药
药食同源管理品种， 超市可以买中药的建议， 目前超市可以经营

药食同源品种和乙类非处方药，而中药饮片(除药食同源品种外 )
为处方药，·如果全面放开超市中药或中药饮片经营;势必会增加

-··群众用药不安全因素。关于放宽中药传统制剂管制「采取备案制

的建议， 目前我国药品注册实行批准文号管理， 并正在推行药品

批准文号持有人制度。 2018年2月 9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布公告 (20I8年第 19号儿公告明确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
艺配制中药制剂实行备案管理， 我省、 我市于今年同月执行。 关

于中医药加工前店后厂的建议， 《药品管理法》是我国药品监督

管理的根本大法， 前店后厂加工中药不符合相关规定。

四、促进中医药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2016年 1 月， 我市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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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后 £¬围绕坤医药产业聚集发展探

索"这一主题£¬积极探索中医药产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市政府
专门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实
施意见帆确定巳一张蓝图引领 ¡¢三大基地支撑"的发展路径¡£ "一
张蓝图"£¬ 就是致力打造集中医药种植¡¢ 生产¡¢教育 ¡¢研发¡¢ 旅

;          游¡¢ 贸易 ¡¢ 文化¡¢ 疗养为一体£¬ 中医药产业链条完整¡¢健康服务
;       " 业集群效应明显的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巨大基地"£¬ 分

别是禹州市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生产加工贸易基地£¬ 郁陵县中医
药健康养生养老基地£¬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中医药产业园产学研

· ·--· 基地¡£ 对于促进中医药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委员们也提出了具有
前瞻性的建议¡£ 比如£¬提出建设中草药种植大数据平台的建议 £¬
这方面禹州市积极探索£¬ 与海王集团合作建设中药材信息销售平
台 £¬ 为中药材种植提供可参考¡¢ 可依托的数据指导¡£ 另外还加入
了"全国优品国草联盟"£¬ 利用联盟平台信息优势£¬ 及时掌握国内

"    · ·    中药材产业动态£¬ 指导药农生产; 关于民间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建
-       议£¬ 2018年9月我省印发了 ¡¶河南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

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首次对"民问的中医药高手"
实行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 根据文件要求和省中医管理局统一
安排£¬ 我委督促指导各县 (市¡¢ 区)卫计委对辖区内拟参加首次
河南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的人员进行备案£¬ 并对资
料进行复核£¬截止目前£¬ 我市共备案396人¡£近期我委积极谋划 £¬
争取将中医馆建设纳入 2019年我市民生实事£¬ 扶持民间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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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 关于调整公立医院中医收费标准的建议， 根据 20I7
年5月省发改委等4部门印发的《河南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的实施意见》，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权限下放到各县 (市、 区光 由

各地根据当地实际自主调整。

五、 强化医保政策对中医药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医具有简效

廉便的特点， 我市不断加大医保对中医药的倾斜， 使中医药技术

更好地服务群众。 关于将中医门诊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建

议， 实行门诊统筹是医保支付的一个方向， 目前省内已经在部分

地市就城镇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工作进行试点;@我市不是试点城
市， 一旦有政策支持，·我市会积极推进， 使中医特色治疗能够在

我市参保人员的门诊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于将符合条件的中
医医疗机构优先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

中医门诊发展， 在医疗机构申请的前提下， 经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医药机构评估委员会评估， 优先将以中医中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

·"一·一·申锤诊所优先纳·入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关于将符合规定的院
内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优先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建议， l0年前
我市就将中医医院经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疗效明确

的自制中成药纳入医保报销。 比如， 我市将许昌市中医院的自制

药"清热败毒合剂， "五味心安胶囊"， 万荣心脑血管病医院的自

制药"宁心胶囊"、 "稳庄胶囊"等药品， 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关
于逐步增加纳入报销范围的中医诊疗项目和中药品种的建议， 目

前现行的药品目录中中成药 1393种， 中医诊疗项目有 I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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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里规定， 各地市不得以任何名义调整或另行制订《药品目

录》， 对药品目录和诊疗项目目录没有权利修改， 只能严格遵照

执行。关于降低中医药报销起付线、提高中医药报销比例的建议，

根据规定， 参保居民在县级以上中医医院住院的， 其住院报销起

付标准在同级医疗机构规定标准的基础上降低 I00元， 参保居民

使用中医药服务的住院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可提高  5%， 该项政

策待我市报销系统调整后即可实施。

六、 ·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培育力度。 近年来， 我市不断加大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知识和适宜技术的培训力度，"按照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十三五"提升计划， 我市累计组织院内培训下5O00余  ·， 。 ·

人，·院外进修327人， 县乡村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 87i人， 组    "· '
织中医适宜技术培训 212 次 3537 人。 在全省率先开展西医学习   @· ;·

中医培训班， 聘请市中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专家教授授课， 一

期培训人员 100余人， 各县  (市、 区) 中医医院也组织了院内西

学中培训班。·加强校地合作、饿市与河南中医药大学签订校地合 ·⋯"。，、 -

作框架协议响省级专家拜师学习  54 人， 目前我市拥有全国基层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个， 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 13个。 下一步， 我委还将与教育部门沟通配合， 从娃娃抓起，      : -
大力发展中医启蒙教育， 督促指导学校充分利用健康教育课、 班       E
会等课时， 传播中医药文化， 让中医药服务更好的惠及群众、

各位委员， 虽然我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
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存在着进一步精准定位、 扶持政策落实、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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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 市政府督查室。

。 许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2018年 12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