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陕西省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 

拟入围结果分析 

本文以 2012 年 4 月 9 日公布的 2011 年陕西省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集

中采购拟入围品种为本年度中标价，公示期 2012 年 4 月 9 日至 17 日；陕西省

上年度中标价采用 2007 年陕西省医疗机构药品集中网上采购公告(第一批)-（第

四批）项目的中标价格；全国平均中标价采用所有省份在执行的省标（非基药）

项目的中标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品种的分类按照 2009 版国家医保目录的划分原

则划分。 

2011 年陕西省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网上招标工作已经接近尾

声。4 月 9 号，陕西省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心公示了其拟入围结果，此次陕西招

标，经过企业申报、信息审核、企业确认等环节，采购平台记录实际报价成功品

规有 29619 个，涉及 2600 多家企业（含分公司，官方发布为 2280 家企业），在

企业报价，综合评议后，将综合得分高的产品筛选为拟入围品种，本次陕西公示

的拟入围结果中，仅有 14000 多个品规中标，涉及 2300 多个厂家，淘汰率达 51.8%

左右。其中辰欣药业投标品规数最多，达 250 多条。 

化学药品种降价率明显高于中成药品种降价率，化学药中抗微生物、消化系

统等药物领跑降价率，其中抗微生物药物降价率达 21.75%。此次中标结果中八

成左右的品种中标价低于全国平均中标价，相对来说招标效果比较理想。 

1.本次价格相比上次价格整体变动情况 

本次陕西拟入围中标价格与本省上次药品招标项目的中标价对比，中标价平

均降价率在 12.05%左右（可统计降价率的有 5300 条左右），其中约 89%的品规

本次中标价格低于上年度价格，有 5%的品规中标价维持不变，6%的品规中标价

有所上升。虽有近 9 成品规中标价降低了，但本次降价幅度主要在集中 0-30%以

内，且约 43%品规降级幅度在 10%以下，因此整体降价幅度不会太高；陕西省药

品招标历年中标价格均偏低，本次招标降价效果比较明显。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下图是各个价格变动区间的具体情况，图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价格升高的还

是降低的，变动幅度在 10%以内的品规都是最多，而在同样的价格变动幅度内，

如价格上升 50%之上和价格降低 50%以上，前者的平均幅度高于 130%，后者的

平均幅度接近 63%，仅仅占到前者的一半左右。同理，变动幅度在 30%-50%之间，

价格上升的平均水平 40.47%也高于价格下降的平均水平 38.66%，因此，尽管总

体上本次价格相对于上次价格呈降低趋势，但在较大的变动区间内，价格升高的

幅度变化还是很大的。 

 



 

2.中标较多的企业价格变动分析 

由拟入围中标结果粗略统计，以下是拟中标品规较多的几个企业，从左至右

依次排列，即辰欣药业中标品规数最多。图上明显看到上海信谊的降价率最低，

只有 5.58%，哈药集团则最高，降价达 32.33%，辰欣药业总体情况处于中等水平。

整个项目的平均降价在 12%左右，与之对比，只有山东罗欣药业和上海信谊两家

企业降价率在水平线之上，哈药、四川科伦、鲁抗等企业虽然中标品规数较多，

但是价格下降幅度也比较大。 

 

3.RDPAC 企业价格变化情况 

在此次投标的企业中，多数 RDPAC 企业均有中标记录，表中详细列出了各

RDPAC 成员企业的平均降价率。近三分之二的企业降价率控制在 6%以下，半数

企业降价率在 5%以下；其中费森尤斯卡比本次项目的中标价水平有所升高，总

体价格水平上升了 4.48%，勃林格殷格翰降价率其次，价格水平仅下降了 1.53%；

仅 2 家降价率水平在 10%以上，为默沙东（-11.29%）和住友制药（-10.13%）。RDPAC

企业降价率均低于项目平均降价率。 

RDPAC 企业平均降价率表 

企业 平均降价率 企业 平均降价率 

费森尤斯卡比 4.48% 阿斯利康 -5.02% 

勃林格殷格翰 -1.53% 武田药品 -5.19% 

百特 -1.62% 先灵葆雅（默沙东收购） -5.28% 



 

赛诺菲 -2.02% 罗氏 -5.47% 

默克 -2.15% 苏威（雅培收购） -5.56% 

西安杨森 -2.28% 葛兰素史克 -6.05% 

通用电气 -2.38% 卫材 -6.06% 

拜耳 -2.69% 参天制药 -6.73% 

惠氏 -2.70% 施贵宝 -7.12% 

安斯泰来 -3.39% 比利时优时比 -8.03% 

礼来 -3.44% 辉瑞 -8.25% 

诺和诺德 -3.49% 益普生 -9.30% 

雅培 -3.66% 施维雅 -9.44% 

诺华 -4.36% 住友制药 -10.13% 

第一三共制药 -4.77% 默沙东 -11.29% 

本次所有 RDPAC 中标价平均水平降低了 4.90%，相比整个项目的总体水平，

外企情况好很多，下图中列出的是 RDPAC 企业里中标品规数较多的企业，可以

看出，降价率最低为百特医疗（-1.62%），其次为赛诺菲（-2.02%）；葛兰素、辉

瑞、默沙东 3 个企业降价率明显高于 RDPAC 平均降价率，其中默沙东最高

（-11.29%），主要因其辛伐他汀降价幅度较高，辉瑞的氟康唑、头孢哌酮舒巴坦、

阿奇霉素等品种降价幅度较高，平均降价率达 8.25%，仅次于默沙东；诺华、罗

氏、阿斯利康的降价率则比较接近 RDPAC 平均降价水平。 

 

RDPAC 企业所投标的品种里，主要为抗微生物药物、抗肿瘤药物、循环系统

药物、专科特殊用药物和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药物五类，这五类药品 rdpac 企

业的平均降价率均在 10%以内，而相比之下，其他企业的这五类药品降价率比较



 

大，尤其是抗微生物药物，降价率相差 13.73%，只有专科特殊用药物相差幅度

较小，仅为 4 个百分点。 

 

4.各大类药品价格变化情况 

本次拟中标中，化学药品（含生物制品）降价幅度高于中成药降价幅度。中

成药平均降价水平在 10%以下，；化学药品（含生物制品）中，抗微生物药物

（-21.75%）领跑降价率。在众多药品降价的同时，也有一些药品价格上涨了，

如妇科用药和生物制品，其中中成药中的妇科用药中标价平均上升了 6.36%，生

物制品中标价平均上升了 4.52%。 

 
 



 

中成药（含民族药）中，肿瘤用药及骨伤科用药降价幅度较大，分别达到

7.75%、6.50%，降价幅度均低于项目平均降价率，下图是具体情况： 

 

化学药品（含生物制品）降幅变化相对较大。抗微生物药物（-21.75%）领

跑降价率，其次是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物（-14.12%）及消化系统药物

（13.45%），降价较少的是诊断用药物（-3.94%）。下图按照本次各类化学药品（含

生物制品）招投标比例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统计临床常用的品种降价率情况： 

 

 

 

 

 

 

 

 

 

 

 

 

 

 



 

上图显示以上几个类别中降幅较大的为抗微生物药物，调节水、电解质及酸

碱平衡药物，神经系统用药物，消化系统药物和循环系统药物。抗微生物药物在

本项目中招标比例较大，同时降价幅度也相对较高；消化系统药物招标比例仅次

于抗微生物药物，而降幅小于抗微生物药物 8 个百分点；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症

用药物招标比例虽相对较小，但从降价幅度来看，该类药品降价幅度不低于专科

特殊用药物、解热镇痛及非甾体抗炎药物、血液系统药物以及激素及调节内分泌

功能药物。 

心血管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为此，作用于循环系统

类药物很受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心血管系统药物不断被研制和利用，如

60 年代开发的β 受体阻断药，70 年代开发的钙拮抗剂，80 年代开发的血管紧张

素转化酶抑制药等都为治疗心血管疾病开辟了新途径。本次中标的循环系统药物

同上年度项目中标价相比，降价情况如下： 

 

上图按照各类药品降价幅度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显示，循环系统药物降价率

只有 12.07%，与项目平均降价率相当，其中调血脂药物降价幅度最高，达 17.09%，

其次为硝酸酯类药物（-16.5%），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物、钙拮抗药物、其

他药物、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药物降价幅度集中在 14%左右。除此之外，循环

系统药物中还有抗休克血管活性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两类药品价格上升，上升



 

幅度分别为 3.57%和 18.79%。 

5.中标较多的品种价格变化情况 

在各品种平均降价率图中，所列品种从左至右依次为中标数最多的前十一

个，其中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降价近 60%，是总体平均降价水平的 5 倍左右，葡

萄糖注射液是中标品规数最多的品种，其平均降价率也只与总体水平相差 3.4%

左右，仅次于美洛西林、头孢替唑。而左氧氟沙星的降价率虽然在 26%左右，其

中拟中标品规数最多的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降价率却高达 37.84%，

注射用甲磺酸左氧氟沙星、乳酸左氧氟沙星片、乳酸左氧氟沙星分散片则降价均

在 50%以上。 

 

6.陕西省与全国价格水平相比情况 

通过比较同品种同厂家在陕西省的中标价和全国的平均中标价发现，总体上

陕西省的价格水平低于全国在执行省标项目的平均水平，比全国平均中标价低

13%左右。其中有 83.62%的品种在陕西的本次中标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有

9.58%的品种全国中标价高于陕西价格。陕西的价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

69.46%的品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0%，即差异主要集中在 30%以内，仅有 4.1%

的品种陕西价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 50%以上。 



 

 

在所有拟中标的品种中，生物制品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在陕西的价格和全

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1.9%，而解毒药物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了 23.03%，为差距最大。由下图中看到，所列十种药品类别是陕西拟中标

结果里所占比例较高的，其中抗微生物药物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最大，陕西的价

格低了 22.01%，妇科用药相对差别较小，在 10%以内。 

 

综上所述，本次陕西的中标价水平尚可，平均降价率和与全国平均价相比的

结果都颇为合理。虽然本次拟中标结果显示的平均降价率不是特别高，但仍有部

分高降价的药品，如湖北午时药业的 40mg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降价率达 80%之

多；而本次价格比上次价格升高了一倍以上的也有十几个品规，其中浙江亚太药



 

业的 0.1g 注射用利巴韦林和白云山汤阴东泰药业的复方王不留行片价格上升的

最高，也因此，部分品种价格上涨幅度过大，从而拉低了整个项目的中标价降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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