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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

用的管理要求 

       我国高度重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

2004年出台《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04年版）》。同年，国家抗菌药物监测网

投入使用，开始对各级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进行全面监测、分析，管理。 



（一）开展专项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促进抗菌药物临床合理使用，有效控制细菌耐药

，保证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和医疗疗效，2011年4

月18日，原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全国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 

 



       活动目标： 

 

       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优

化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结构，提高抗菌药物临

床合理应用水平，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有效遏制细菌耐药；完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有效措施和长效工作机制，促进抗菌药

物临床合理应用能力和管理水平持续改进。 



       明确规定： 

 

       严格控制抗菌药物购用品种、品规数

量，保障抗菌药物购用品种、品规结构合

理。规定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住

院使用率、门诊比例、急诊比例、使用强

度等相关指标。 



  

住院使用率 门诊比例 急诊比例 使用强度 

综合医院    ＜60%    ＜ 20% ＜ 40% ＜40DDDs 

口腔医院    ＜70%    
   ＜ 20%

   
  ＜ 50%   ＜40DDDs 

肿瘤医院    ＜40%     ＜ 10% ＜ 10% ＜30DDDs 

儿童医院 ＜60%  ＜ 25% ＜ 50% ＜20DDDs 

精神病医院 ＜5% ＜ 5% ＜ 10% ＜5DDDs 

妇产医院 ＜60%   ＜ 20% ＜ 20% ＜40DDDs 

要求： 



 （二）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深入开展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指导与管理 

         2012年4月24日，原卫生部发布《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84号），明

确了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 

         2015年7月2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等联合发

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为进

一步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三）成效显著 

时间 
中心成员 全部入网 

医院数

（所） 

处方总

（张） 

抗菌药物使用

率（%） 

医院数（

所） 

处方总数

（张） 

抗菌药物使用

率（%） 

2010年 187 74806 19.4 — — — 

2011年 176 211214 16.2 459 452587 17.2 

2012年 178 212502 14.1 1477 1428035 15.6 

2013年 190 224030 11.3 1684 19504308 13.9 

2014年 190 226183 9.5 1930 2145177 12.5 

                      门诊处方抗菌药物使用率情况（综合医院） 



 中心成员单位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率（综合医院）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非手术组 28.1 27.6 25.0 23.9 19.7 

手术组 47.9 28.1 20.8 18.1 15.5 

平均 35.8 27.8 23.4 21.8 18.2  



监测网中心成员单位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综合医院）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中心综合 77.6 65.0 55.4 48.1 47.2  



二、我省（海南省）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与监管工作情况 

（一）制定工作方案、成立

领导小组、指导小组、印发

一系列文件 



各医疗机构 

专家 

两网建设 

专家指导 

小组 

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 

组织架构 



《全国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专项整

治活动方案》  

《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管理办

法》 

根据海南省抗菌药物应用实际情况 

自2011年起，每年制订、修订《海南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

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成立海南省临床抗菌药物应用专项

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并设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治理行动办公

室。 



重点工作 

品种、剂型、

规格、使用量、

使用金额，使

用量和使用金

额分别排名前

10位的抗菌药

物品种 

住院患者抗菌

药物使用率、

使用强度、I类

切口手术和介

入诊疗抗菌药

物预防使用率 

特殊使用级抗

菌药物使用率、

使用强度，门

诊抗菌药物处

方比例、急诊

抗菌药物处方

比例 



（二）层层递进，严格要求 

1、以限定抗菌药物品种数为专项治理突破口 

 2、以DDD和Ⅰ类手术切口为专项治理管理核心 

3、以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为专项治理推力 

4、  以培训指导、实时监控为专项治理导航 

5、  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科学化持续化监管 



工作动员及要求 



要求医疗机构加强组织管理 

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的第一责任人 

落实各项工作， 
监督各项指标完成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

实施，督促各部门完善各项指标 医政科主任 
药剂科负责人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感染管理科

主任、护理部主任、外科负责人 

院长 



按照要求 

明确规定 

三级综合 

医院抗菌 

药物品种 

不得超过 

50种 

二级综合

医院抗菌

药物品种

不得超过 

35种 



        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地制定了

《海南省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分级管

理规定》和《海南省医疗机构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琼

卫医〔2012〕39号），明确全省医疗

机构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目录，对不

同管理级别的抗菌药物处方权进行

严格限定，明确各级医师使用抗菌

药物的处方权限。            



 培训指导 



督导检查 



住院患者使用抗菌药物 
以数据说

话，实时

监控 

抗菌药物及其总金额 

抗菌药物品种数量 

占医院全部药品 

抗菌药物预防使用

率 

百分率和使用强度 

使用排名前10位的 

抗菌药物百分率 

费用百分比 

门急诊患者使用 

Ⅰ类手术切口和介入治疗 



指导医院充分利用信息化

手段等有效措施，加强对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监管。 

       包括：授予医师处方

权限、保证分级管理制度

的落实、强化医嘱管理、

利用电子处方点评系统加

大抗菌药物处方点评工作

力度等。 



              重视完善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监测网和细菌耐药监测网工作，努

力提高监测的质量和效率，保障数

据收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注重数

据的统计和分析，加大公布、反馈

和干预力度。定期公布本辖区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情况和细菌耐药监测

情况，督促和指导本辖区医疗机构

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在执行国家要求的基础上，海南省还注重严格控制药

品和抗菌药物费用。 

        规定三级甲等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

45%、三级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40%、二

级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36%； 

       三级医院抗菌药物费用占药品总费用的比例不超过25%，

二级医院抗菌药物费用占药品总费用的比例不超过20%；门急

诊抗菌药物费用占门急诊药品总费用的比例不超过20%。 



结果反馈、诫勉谈话 



年份 

门诊 

使用

率 

(%) 

急诊 

使用

率 

(%) 

住院 

使用

率 

(%) 

Ⅰ类切

口使用

率 

(%) 

住院使

用率强

度 

(%) 

微生物 

总送检

率 

(%) 

限制

级 

送检

率 

(%) 

特殊

级 

送检

率 

(%) 

2011 50.1 62.3 61.1 62.6 52.4 11.2 --- --- 

2012 23.4 41.2 49.3 53.5 55.4 28.5 42.9 67.4 

2013 21.2 37.1 51.6 41 54.6 35.7 53.8 81.2 

2014 19.6 32.2 47.7 24.7 54.5 50.8 55.0 85.4 

2015上半

年 
26.3 37.6 48.5 27.1 51.2 54.6 66.2 91.8 

    海南省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成效 



                 门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急诊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Ⅰ类切口使用率和住院患者抗

菌药物使用强度均有大幅度的下降，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前微生物检验样本送检率有显著提

高。 

    相关指标均符合《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

方案》的规定要求。 



三、中法抗菌药物新药临床应用与评

价合作建议 

       

      在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

建立基于中法抗菌药物新药临床应用、

管理与评价基地 



我 们 的 优 势 

         一、基于政策先行优势 

          2013年2月28日，我国政府正式批复海南设立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政府赋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九大黄金政

策，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发挥海南独特优势、实现更高

层次开放发展的高度重视。 
     



1、加快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注册审批，国外上市新药可直接在

先行区内使用 

2、可申报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等前沿医疗技术研究项目 

3、执业范围内需配备且符合配置标准要求的大型医用设备可一

并审批 

4、境外医师在先行区内执业时间试行放宽至三年 

5、允许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6、适当降低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关税 

7、适当增加海南省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8、支持先行区引入生态、医疗、新能源等相关国际组织（研究

机构），承办国际会议 

9、鼓励先行区利用多种融资渠道，吸引社会投资 

 



         二、基于区位与资源优势。 

    海南省定位为国际旅游岛，又是“二十一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发展规划的重要枢纽地带，区位优势得天

独厚。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位于博鳌

论坛核心区之间的万泉河两岸，规划范围20.14平方

公里，交通发达，地势平整，生态环境优美，气候

宜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

势。 





     三、品牌与产业优势。 

          博鳌亚洲论坛自2001年首次成功举办以来，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日益凸显，享有“东方达沃斯”美誉，目前已经逐渐发展成

为中国高端对外交流平台、世界顶级国际会议中心。 

       据统计，博鳌每年召开的国内外高端会议近200个，吸引

了大量的政、商、学和媒体参会。先行区借助博鳌品牌和影响

力，加快发展海南省医疗旅游业和相关高端医疗服务，是博鳌

亚洲论坛的延伸和发展，被誉为博鳌亚洲论坛的第二乐章。医

疗旅游是健康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业态，是朝阳产业，

市场容量大。2013年度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

4300亿美元，约占全球旅游产业经济总体规模的14%。医疗旅

游已成长为公认增长最快、附加值最高的一个新兴产业。 



     盛情邀请中法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研究

机构、战略投资机构等与我国合作！在博鳌乐城医疗

旅游先行区建立基于中法抗菌药临床应用与评价基地，

建立基于欧盟体内抗菌药物新药临床应用合作医疗机

构。 

欢迎您来——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