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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2010年至今，已全面施行“两票制”
国务院医改办联合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八个部委于2017年1月11日
公布了国医改办发〔2016〕4号《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
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并及
时向国务院医改办报告。
德勤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视角，结合为生命健康和医疗行业企业进行风险、战
略、税务等咨询的丰富经验，借鉴了国际领先的方法论，对政策将带来的影响进
行分析。本文将按照目前政策背景、行业的品种属性以及如何应对等方面和大
家进行分享。

1 政策背景
1.1 政策推进里程碑
2007年广东省卫生厅发布《广东省医疗
机构药品阳光采购实施方案（初稿）》，
第一次提出“两票制”概念，后因种种原
因具体实施搁浅。时间到了2009年，国家
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规范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卫
规财发[2009]7号），要求“减少药品流通
环节”，
“由生产企业或委托具有现代物
流能力的药品经营企业向医疗机构直接
配送，原则上只允许委托一次”给予了两
票制这一制度明确正身。
2009年福建省卫生厅等八部门根据六部委
政策文件，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医
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实施意见》
（闽
政办〔2009〕140号），要求“减少流通环
节，实行统一配送”同时福建省作为中国
第一个省份于2010年正式推行两票制。
2016年4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16年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首次提出推
行“从生产到流通”和“从流通到医疗机
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使中间环
节加价透明化。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
点工作任务》（ 国办发〔2016〕26号 ），
要求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
行“两票制”，积极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同年11月8
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提出公立医
院药品采购逐步实行“两票制”。

2017年国务院医改办等8部门于1月11
日，联合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
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国医改办发〔2016〕4号），提出
逐步推行“两票制”，争取到2018年在全
国全面推开。
1.2 各省加快落地
2016年4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16年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首次提出推
行“从生产到流通”和“从流通到医疗机
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使中间环
节加价透明化。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
点工作任务》（ 国办发〔2016〕26号 ），
要求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
行“两票制”，积极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同年11月8
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提出公立医
院药品采购逐步实行“两票制”。
2017年国务院医改办等8部门于1月11
日，联合发布《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
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国医改办发〔2016〕4号），提出
逐步推行“两票制”，争取到2018年在全
国全面推开。
伴随近几年国家层面对于两票制的认可
及推行，两票制已经在各个地区掀起了阵
阵波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11个
省市已经出台针对两票制的政策文件。具
体如下：

江苏：2016年4月，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下发“两票制”征求意见稿
浙江：2017年4月，浙江医改办发布《在
全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
两票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2017年7月1日起实施，过渡期3个月
湖南：2016年6月，省政府发布《湖南省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湘政发〔2016〕12号），推行“两票制”
四川：2017年4月，省政府发布《关于在
四川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
票制”的实施方案（试行）》，实施范围
为除民族贫困边远地区公立医疗机构
和其他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外的全省公
立医疗机构，并给予5个月的过渡时间
上海：2016年7月，要求在执行GPO工
作同时推行“两票制”，随后29家商业
企业联合提出《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
品采购中推行GPO工作的建议》，要求
暂缓“两票制”推行
宁夏：2016年8月，自治区发改委发布《宁
夏回族自治区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意见》，
全面推行“两票制”
陕西：2017年3月，陕西8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在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实行药
品和医用耗材“两票制”的通知》明确
规定医用耗材需执行两票制，并且实际
执行有困难时，可先于高值耗材中实施
安徽：2016年10月，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发布《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推行“两票制”实施意见》（皖食药
监药化流〔2016〕37号），在全省推行“
两票制”
青海：2016年12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
实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
推行“两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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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经销商需要自行寻找的二级经销商
拓展市场。
“两票制”后，对于习惯了先打
款、后发货的药厂而言，一级经销商没了，
变成数量更多的二级经销商，意味着他们
的经营风险、特别是资信风险将增加。
对于流通企业来说，预期 “过票公司”生
存空间急剧缩小，一些中小医药流通企业
将会因为业务减少被淘汰出局或是被上
游医药企业、大型医药流通企业收购，药
品流通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行业竞争秩
序也将有所改善。此前，国家食药监总局
安全监管司司长李国庆曾指出，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我国1.3万家批发企业退出1万
家，剩下3000家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况。

重庆：2016年12月，市卫计委等9部门
联合发布《 重庆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两票制”实施方案（试行）》，明确
2017年6月1日起，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
构全面实施“两票制”
辽宁：2017年4月，辽宁印发《辽宁省公
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实施细
则（试行）》明确自6月1日起各级公立医
疗机构实施，准备期为3个月，8月1日后
梳理优化渠道，并自9月1日正式实施
山西：2017年4月，山西发布《山西省推
行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实
施细则（试行）》，自5月1日起执行，过
渡期三个月，此外明确规定不得委托科
技公司、咨询公司等非药品经营企业推
广及销售药品

2 影响分析
两票制对于经营规范、自建终端的药企而
言影响不大；但对于既缺少品牌实力，又
缺乏终端销售渠道的中小型药企而言，
将会面临很大挑战，这些药厂通常底价
出厂、依靠代理商铺货促销，并且它们的

从医药健康不同品类而言，两票制的短期
影响程度不一。从目前来看，两票制的推
行对于药品影响最大，目前各个省市推行
的实施细则主要针对药品，有个别细则对
于耗材亦有所规定。但是对于医疗设备
来说则影响有限，主要在于这一部分的
采购金额通常会直接进入医院成本，并
以提供服务的形式体现在与病人的结算
上。但是对于特殊医用食品的影响则难
以定论，此类商品本质定义仍旧为食品，
是否会参照药品推行两票制，仍需要持续
跟踪。

两票制对行业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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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2017年4月，甘肃8部门联合发
布《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
实施方案（试 行）》，过 渡 期为4 -5 个
月，2018年底前落实到位
近期伴随着国务院对于“两票制”的持续
高压姿态，各个省份必将加快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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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药品行业
特殊管制类药品即“精麻毒放”：由于此
类药品CFDA有比较强的监管要求，以及
特殊的证照许可要求，故目前能够经营此
类商品的经销商较为集中，多为当地大型
的一级商直接覆盖至医院，故目前对其影
响不大。
疫 苗类：由于“毒疫 苗”事件的恶劣影
响，按照2016年4月13日新修订的《疫苗
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第十四条“
疫苗生产企业应当直接向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配送第二类疫苗”规定以及第
十三条"疫苗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
合同的约定，向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或者其指定的其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供
应第一类疫苗，不得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供应"规定，故已经逐步完成向两票制以
及一票制的转型。
药品类：药品配送受到两票制的影响可谓
巨大，目前拥有GSP证照的配送企业都
将受到影响，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影
响更为巨大。此外由于政策的快速执行，
实施细则暂不明朗，给生产企业带来诸
多问题。同时，生产企业面前的选择并不
多，部分拥有终端话语权的经销商有很
大可能将成为一级商，但是其内部合规环
境、经营性现金 流情况，合 作程度等都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问号。并且生产企业
自身亦需进行变革，小到经销商“升级”
的标准、商务团队整合，大到内部流程优
化、CSO复核标准、团队KPI考核，都将受
到影响。除此以外，二级商和一级商的结
算实际周期通常会远高于与生产企业的
结算标准，并且于大多数地区，亦存在较
多的二级商和一级商使用承兑汇票进行
结算，一级商则需要通过电汇的形式与生
产企业结算。从两票制情况下来看，必有
很多对终端掌控力较强的二级商会被提
升为一级商，对于企业的现金流和财务管
理，亦会带来一定冲击。另外，此类二级
商的内部控制和合规环境，通常情况下需
改进空间较大，由于较多跨国企业为上市
公司，其对于第三方的监管压力陡然上升。

2.2 医疗器械类
医疗器械类我们将分为医疗设备、高值耗
材和低值耗材三类进行讨论。
高值耗材：高值耗材受到两票制政策的影
响较大。主要在于其自身的复杂性，自建队
伍和外包推广兼而有之，此外部分耗材例
如关节等由于需要手术跟台，其业务模式
亦和其他品类有所区别。目前高值耗材的
经销商层级较多，同时由于其较多经销商
承担代理职能，其转型和渠道归拢难度巨
大。同时由于CSO对于这个品类即将广泛
使用，其税务筹划、财务规划亦将转型。此
外CSO的具体协议条款、监督执行，对于
生产企业来说绝非易事。
医疗设备类：这类主要为医院招标采购完
成，CSO代理完成配送和推广为目前企业
采用的比较多的模式，代理商通常情况下
已经直接配送至医院，由生产企业提供技
术支持等服务。这一模式比较容易满足两
票制的要求，但是由于国内目前代理商层
次不齐，非常分散，并且代理商的合规管理
一直不透明，故会对生产企业带来比较大
的风险。此外由于代理商相对较强势，故
亦有较大可能转包二级代理商和配送商并
未告知生产企业，了解整个代理商的经营
环境和清晰掌握实际货物流、票据流迫在
眉睫。

2.3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国家于2016年3月10日对外公布了《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使得
这一类商品更多地进入业内的视线。由于
此品类亦具备食品属性，按照“第六条 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由食品营
养、临床医学、食品安全、食品加工等领域
专家组成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
审评专家库”来看，注册流程、标准等大
原则依然参照食品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医
院的主要供应端口仍旧为药品配送企业，
且公立医院一直存在开户难的问题，此外
由于其“特殊医学用途”决定了其仍旧具
有一定的药品属性，故分析认为此品类在
具体的相关细则出台前，对医院的供应可
能会参照GSP的经验和自身的产品特性
接受监管，但是其是否需要参照执行两票
制，目前经了解尚无定论。
由此可见，两票制将对于目前行业所有的
产品线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谋划应
对之策迫在眉睫。

低值耗材：低值耗材由于其价格低、批量
大，故已经有相对成熟的配送环境，此类商
品亦多由医院招标决定。目前其配送流程
相对较短，但是亦存在经销商分散、管理
成本较高的问题。同时三类医疗器械因对
经销商的仓储条件等有单独要求，导致其
在经销商层面选择其实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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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对之策
两票制的推行实施，将对整个行业产生影
响，使用过票公司外包营销职能、多级经
销商区域覆盖的模式将不复存在，企业的
业务模式转型、经销商管理、税务管理等
将应运变革。
3.1 内部运营诊断
两票制下，整个行业的经营模式亦有可能
就此改变，在决定如何应对之前，首先需
要了解自身，方能得出最合适的方案。
我们建议推行短期、深层次、快速的内部
运营诊断以助于深入了解内部环境。此类
项目有助于迅速了解各个业务相关部门
的转型基础、流程及制度的转型成本。通
过深入了解，可以为整个应对方案的完善
提供坚实的基础。

3.2 更新经销商管理模式
经销商于两票制下将首当其冲，对其的影
响也可谓是最大的。
结合目前的市场实际情况，我们建议对
商品的实际流向进行复核，特别是针对医
疗器械行业，由于其长期存在代理分包情
况，其流向真实性可能存在一定疑问。
此外，由于很多经销商掌握了部分终端的
采购权，导致其难以在短期内被替代，从
目前来看这一部分二级或者三级经销商
会变为一级经销商，但是这类经销商由于
与生产企业比较疏远，故对于其合规的执
行情况、资金情况亦需要深入了解。
同时对于经销商的“升级”评价标准亦需
要考虑制定，大批量将下游经销商变为一
级商将对公司的商务团队、公司的财务控
制、合规控制带来挑战。

3.3 优化内部税务筹划以及财务应对
由于众多CSO的引入，以及对于进口总代
理商的设立，同时由于进口属性，部分生
产企业亦会考虑退出关外的业务安排，
这些都将对整个财务运营以及税务筹划
带来变革。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就税务和法务
问题进行一站式的整体咨询。对于两票
制带来的企业变革，必是一个整体的变
化，很难将其针对其中单独的某一个块割
裂进行。CSO的结算、企业自身额外可能
产生的财务费用、收入确认的变化等都与
业务变革息息相关。
结语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德勤认为两票制对于
医疗行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均带来不同
程度的影响。可以预见各级政府机关将不
遗余力的推进两票制的政策，并在短期内
针对两票制的要求，加大对于市场的监管
力度。无法满足两票制需求的企业，必将
被整个市场所淘汰。因此企业亦需要在深
入了解自身、洞悉政策实质的前提下，进
一步优化内部运营，以应对这一变革。

如有更多垂询，敬请联系：

吴苹
全国领导合伙人
德勤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邮箱：yvwu@deloitte.com.cn

范明明
高级专员
德勤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邮箱：emfan@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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