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輔疗騰局文件
锡医保办〔2022〕32号

关于开展无锡市首批“医保便民药店”
遴选工作的通知

江阴市、宜兴市医疗保障局，市区各定点零售药店：
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2022年度江苏医保 

民生实事项目的通知》（苏医保发〔2022〕34号）、《关 

于印发江苏省“医保便民药店”有关建设标准规范的通知》
(苏医保发〔2022〕37号）文件要求，决定开展我市首批 

“医保便民药店”遴选工作，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基本条件
首批“医保便民药店”原则上建设在“15分钟医保服务 

圈”省级、市级示范点所在乡镇（街道）区域范围内，优 

选软硬件达标、管理规范、服务优质、信誉良好，并已在 

省平台采购医保集采、国谈药品且实施“零差率”销售的医 

保定点零售药店建设升级为“医保便民药店”。
二、 其他条件



(一）2020年1月1日前纳入无锡市基本医疗保险协议
管理。

能力
二）具备符合国谈药储存及冷链配送要求和服务的

(三）如申报门店提供的相关材料为虚假材料，实行 

一票否决，按照医保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且三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医保便民药店。
三、建设标准
“医保便民药店”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全省统一的标 

准要求，实行统一挂牌管理、统一专区专柜、统一价格公 

示、统一制度上墙、统一监督监管等“五统一”标准建设运 

营。
(一） 统一挂牌管理。纳入“医保便民药店’’建设范围 

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应悬挂“医保便民药店”标志标牌， 
标志标牌应按照全省统一的样式、颜色、尺寸、材质、生 

产工艺等制作。（见附件2)。
(二） 统一专区专柜。在店内相对独立位置规范设置 

集采药品、国谈药品专区专柜，并在明显位置统一张贴“
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销售专柜”标志标识（见附件3), 
具体要求如下：

1. 位置要求：“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销售专柜”须 

设置在“医保支付专区”内，根据自身条件，应以货架、玻 

璃隔断、墙体等为介质，确保专区专柜相对独立。
2. 颜色要求：专区专柜中的货架卡条、端架、地标等 

应以医保蓝为主色调。



3.标识要求：“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销售专柜”标 

识统一悬挂在集采药品、国谈药品专区专柜上方居中位置。
(三） 统一价格公示。应对专区专柜销售的医保集采 

药品、国谈药品名称、剂型、采购价格、销售价格等基本 

信息进行全面公示，并按照统一的销售标签版式要求制作 

销售价格标签标牌（见附件3)，确保实行采购价格、销 

售价格“双标签”管理，“零差率”销售。
(四） 统一制度上墙。应严格按照全省统一的“医保 

便民药店”日常管理制度要求（见附件4)，进一步明确岗 

位职责、优化服务流程、严格日常管理，并将相关管理制 

度上墙公示，广泛接受参保群众监督。
(五） 统一监督监管。“医保便民药店”应纳入全省统 

一的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系统接受统一监督管理，医保集采 

药品、囯谈药品专区专柜内应规范配置相应医保基金智能 

监控系统，确保购药、刷卡、结算、取药等全程在监控视 

线范围内，实现实时上传、实时记录、实时监管。
四、负面清单
定点零售药店有以下情形的，不得纳入“医保便民药 

店”建设范围，已经纳入的，取消“医保便民药店”资格：
(一） 近2年内，有经营假、劣药品或不符合国家质 

量标准的医疗器械等违规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或药品监管 

部门处罚的；
(二） 近2年内，因违反医保定点协议管理或《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被处罚的；



(三） 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四） 其他不符合纳入“医保便民药店”建设范围的情 

形。
五、 申报程序
(一） 申请受理。符合遴选条件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自愿向所在地的医保经办机构递交《无 

锡市“医保便民药店”申请表》（附件1)(医保定点连锁零售 

药店由连锁总部公司提出申请并附详细门店名单)，并提供 

相关材料。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对申请资料进行初审，符合 

条件的纳入评估范围。
(二) 择优评估。医保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根据遴选 

要求，对申请药店的协议履行、管理规范、服务质量、供 

应保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医保便民药店”资格。
(三) 结果公示。医保经办机构将“医保便民药店，，评估 

结果向社会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不得少于七 

曰。
(四) 签订协议。对公示无异议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医保经办机构与其签订“医保便民药店”专项服务协议，明 

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五) 公开发布。“医保便民药店”遴选工作完成后，名 

单按要求上报省局，省局统一对社会发布。
六、 申报时间
2022年9月8日起至2022年9月15日，逾期不提交申请 

的，视同放弃本次遴选。



七、工作要求
(一） 严格落实准入。医保部门要按照“公平、公正、 

公开、择优”的原则，从申报的定点零售药店中择优遴选“ 

医保便民药店”，遴选过程主动接受纪委的全程监督，遴选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 严格规范管理。.要持续加强业务指导和督促考 

核，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通过组织开展日常监 

管、专项整治、飞行检查等监管举措，持续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确保实行“零差率”销售，坚决杜绝出售假药劣药、 

以药易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情节严重的，应按照协议 

管理规定立即暂停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包括专项服务协 

议），并即时报省局备案。
(三） 强化协同配合。要以“医保便民药店”建设为契 

机，加强与卫健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定点医药机构、中 

选厂家、商业配送公司等沟通合作，促进医院外配处方流 

转，推动更多的定点零售药店和药品纳入“医保便民药店” 

范围，高效便捷满足参保群众就医用药需求。要及时研究 

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确保采购渠道畅通、结 

算回款及时、药品供应充足。
(四） 加强宣传引导。多方位做好“医保便民药店”政 

策宣传工作，突出“医保便民药店”建设的意义和成果，增 

强群众满意度和认同感，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江阴市、宜兴市参照本通知执行。

附件：1.无锡市“医保便民药店”申请表



2. “医保便民药店”标志标牌
3. “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销售专柜，，标识 

零差率’’销售标签标牌
4. “医保便民药店’’日常慧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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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无锡市“医保便民药店，，申请表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国家编码

经营地址 所属街道
法定代表人 药店负责人

是否连锁经营 药店医保负责人
所属零售连锁企业名 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药品经营许可证号
纳入协议管理时间 成立时间

是否具备符合国谈药储存及冷链配送要求和服务能力□是 □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申请成为无锡市“医保便民药店”，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并对以下事项做出承诺：

承诺知晓申请“医保便民药店”的相关流程和要求，承诺严格按照要求在省 
平台采购集采药品、国家谈判药品并实施“零差率”销售；

承诺凡中选药品从省平台采购，并按规定在“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 
销售专柜”实行销售、专区管理；

承诺国谈药储存及冷链配送根据市监部门的相关规定开展服务；
承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及信息真实有效，如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愿承担提 

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盖：
药店负贵人签名：

年月日 年月 曰
申请机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定点药店申报参与带量采购的相关证明（截图或PDF文件）、冷链储存及配送证明. 
专区专柜、价格公示、日常管理制度、智能监控系统等证明材料。



附件2
1. 标志标牌见图一，
2. 尺寸、材质、生产工艺：标牌规格为600mm (长） 

MOOmm (宽），表面为弧形，中间厚4(km,两边厚20mm;材 

质为201白钢拉丝不锈钢，实厚0.8mm;文字图案采用蚀刻工 

艺。

rtss中国医疗保障
china healthcare security

医保便民药店

标准色

R40 G157 B218 
C73 M21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制
图一

R89 G87 
K80

辅助色

R19 G53 B112
C100 M91 Y34 K1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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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销售专柜’
标志标识

2. “零差率”销售标签标牌

品名

CUS
中国医疗保障

规格：
产地：
陈列码： 
标识码： 
商品码： 
条形码： 
医保类別 
生产厂家

计价单位： 
审核员：

0(5 医保集采药品、_药品销薛柜
中国医疗保障 承诺:純腩顢關“豬$”猪售！
CHINA HEALTHCARE SECURITY 监曾单位:XXX舫保闕鼸瞇:XXXXXXX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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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医保便民药店”日常管理制度
(试行）

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医保便民药店”相关工作要求， 
为全面做好集采药品、国谈药品各项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现 

制定如下管理制度：
一、 坚持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守信的原则，“零差率” 

销售通过医保招采平台采购的医保集采药品及国谈药品，并 

主动向社会公示集采中选药品的购进价格和销售价格信息。
二、 对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进销存实行全程信息化 

管理，并在药品进销存系统中做单独标记，严格按照国家医 

保局智能监管系统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准确、完整上传 

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药品进销存信息，纳入全省统一的 

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系统接受统一监督管理。
三、 应于明显位置悬挂“医保集采药品、国谈药品销售 

专柜”标志标识，做到集采药品、国谈药品专区专柜存放， 
药品购进记录、销售记录等相关资料、数据、票据必须相互 

吻合，单独建账立档、处方分类装订保存，保证数据真实、 

及时、准确、清晰、完整。
四、 认真核对患者有效身份凭证，做到人证相符。严格 

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合理控制购药人的单次 

购药量；对用量较大的集采药品、囯谈药品，应采用拆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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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包装或在零售包装上用不易擦拭笔迹标明用法、用量等措 

施，避免集采药品、国谈药品出现串换、倒卖等问题。
五、 委托他人代购药品的，应核验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 

凭证，并做好相应购药登记记录，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委托 

人和受托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同一购药人短期内反复 

购买同一集采药品、国谈药品的，应在记录中注明理由。
六、 应定期组织开展集采药品、国谈药品政策培训宣传， 

加强对从业人员业务管理和对参保群众宣传解读，确保从业 

人员熟练合规提供服务，基层群众及时了解掌握医保惠民政 

策。
七、 严格做好集采药品、国谈药品管理工作，发现他人 

倒卖集中采购药品、国谈药品的，应及时向医疗保障部门和 

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八、 如违反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及“医保便民药 

店”专项医保协议相关约定、日常管理制度、《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制度规范，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接受医 

疗保障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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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7日印发无锡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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