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晋药采办发〔2020〕2 号

山西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开展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用耗材联合
带量采购（人工晶体类）历史采购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医疗保障局，省直各相关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推进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我省加入了京

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药采购联盟，近期将首先进行人工晶体联合

集中带量采购。现就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做好人工晶体历史采购数据

填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填报范围

根据 2019 年 11 月 20 日我省医疗机构报送人工晶体采购数据统

计情况，确定 111 所开展相关诊疗业务的医疗机构参与本次京津冀

及黑吉辽蒙晋鲁人工晶体联合带量采购工作，按要求填报本机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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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晶体历史采购数据（医疗机构名单见附件 1）。

二、填报内容

各填报单位统计汇总本单位人工晶体类眼科耗材产品 2018 年和

2019 年所有厂牌对应的采购单价（单位：元/片）及对应采购数量信

息（单位：片），于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内进行数据填报。

三、填报方式及时间

（一）按照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的工作

要求，各相关医疗机构须于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12 日 12 时，使用

本机构的平台账号和密码登录（平台账号和登录密码另发）京津冀

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http://60.29.137.17:9010/Login.aspx），

参照操作手册正确填报2018年全年、2019年全年人工晶体采购数据。

各 医 疗 机 构 可 使 用 账 号 密 码 登 录 测 试 平 台

（http://60.29.137.17:9011/）进行填报练习，熟悉填报方法及填

报流程。测试数据不计入正式填报的历史采购数据中。

（二）医疗机构在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完成数据填报

并提交成功后，须打印本机构已报送的数据资料，加盖单位公章报

所属市医疗保障局，各市收集材料后报送省药械集中招标采购中心。

省直相关医疗机构将纸质报表加盖公章直接报送省药械集中招标采

购中心。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本次人工晶体集中带量采购是我

省加入京津冀医用耗材采购联盟后第一次开展集中采购工作。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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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局要高度重视，按照本通知要求，迅速布置辖区内医疗机

构按时完成数据填报等相关工作，确保我省工作不影响联盟总体工

作进度。

（二）明确责任，确保质量。此次数据上报是京津冀及黑吉辽

蒙晋鲁人工晶体联合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的关键环节，相关数据将作

为产品分组和约定采购量确定的主要依据。各相关医疗机构要明确

责任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认真学习用户操作手册，登录测试平台

进行模拟操作，熟练掌握操作流程，确保数据填报真实、准确。

（三）各相关医疗机构须妥善保管平台登录账号和密码，初始

密码使用后请及时修改并保存留用。

联系电话：0351-3580669

附件：1.参与填报数据医疗机构名单

2.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人工晶体类）历史采购数据填

报操作说明

山西省医疗机构药品耗材

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山西省医保局代章）

2020 年 1 月 6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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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与填报数据医疗机构名单

省份 序号 地市 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山西 1 大同市 市辖区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山西 2 大同市 左云县 左云县人民医院

山西 3 大同市 灵丘县 灵丘县人民医院

山西 4 大同市 广灵县 广灵县中医医院

山西 5 大同市 矿区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山西 6 大同市 市辖区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7 大同市 市辖区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8 大同市 灵丘县 灵丘县中医医院

山西 9 大同市 天镇县 天镇县中医医院

山西 10 晋城市 市辖区 晋城市人民医院

山西 11 晋城市 市辖区 泽州县人民医院

山西 12 晋城市 高平市 高平市人民医院

山西 13 晋城市 陵川县 陵川县人民医院

山西 14 晋城市 沁水县 沁水县人民医院

山西 15 晋城市 阳城县 阳城县眼科医院

山西 16 晋城市 城区 晋城市眼科医院

山西 17 晋城市 市辖区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医院

山西 18 晋中市 市辖区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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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19 晋中市 祁县 祁县人民医院

山西 20 晋中市 市辖区 晋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21 临汾市 市辖区 临汾市人民医院

山西 22 临汾市 乡宁县 乡宁县人民医院

山西 23 临汾市 尧都区 临汾市尧都区眼科医院

山西 24 临汾市 隰县 隰县医疗集团

山西 25 临汾市 市辖区 临汾市中心医院

山西 26 吕梁市 市辖区 吕梁市人民医院

山西 27 吕梁市 兴县 兴县人民医院

山西 28 吕梁市 孝义市 孝义市人民医院

山西 29 吕梁市 汾阳市 汾阳市人民医院

山西 30 吕梁市 汾阳市 汾阳市中医院

山西 31 吕梁市 文水县 文水县人民医院

山西 32 吕梁市 交城县 交城县人民医院

山西 33 吕梁市 临县 临县医疗集团

山西 34 吕梁市 岚县 岚县医疗集团

山西 35 省直属 省直属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 36 省直属 省直属 山西省眼科医院

山西 37 省直属 省直属 山西白求恩医院

山西 38 省直属 省直属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 39 省直属 省直属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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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40 省直属 省直属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山西 41 朔州市 平鲁区 朔州市平鲁区人民医院

山西 42 朔州市 朔城区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医院

山西 43 朔州市 右玉县 右玉县医疗集团

山西 44 太原市 市辖区 太原市人民医院

山西 45 太原市 市辖区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46 太原市 市辖区
晋西机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

院

山西 47 太原市 古交市 古交市中心医院

山西 48 太原市 市辖区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

交矿区总医院

山西 49 太原市 清徐县 清徐县人民医院

山西 50 太原市 市辖区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总医院

山西 51 太原市 市辖区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山西 52 太原市 市辖区 太原市中心医院

山西 53 太原市 市辖区 太原爱尔眼科医院

山西 54 忻州市 原平市 原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55 忻州市 偏关县 偏关县人民医院

山西 56 忻州市 五台县 五台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57 忻州市 河曲县 河曲县人民医院

山西 58 忻州市 河曲县 河曲县中医医院

山西 59 忻州市 市辖区 忻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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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60 忻州市 市辖区 忻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61 忻州市 市辖区 忻州市中医医院

山西 62 忻州市 五寨县 五寨县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63 忻州市 岢岚县 岢岚县医疗集团

山西 64 阳泉市 市辖区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山西 65 阳泉市 市辖区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 66 阳泉市 市辖区 阳泉市第四人民医院

山西 67 阳泉市 矿区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医院

山西 68 阳泉市 平定县 平定县人民医院

山西 69 阳泉市 盂县 盂县医疗集团

山西 70 阳泉市 郊区 阳泉市郊区医疗集团

山西 71 运城市 绛县 绛县眼科医院

山西 72 运城市 市辖区 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 73 运城市 市辖区 运城市第三医院

山西 74 运城市 市辖区 运城市眼科医院

山西 75 运城市 盐湖区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医院

山西 76 运城市 永济市 永济市人民医院

山西 77 运城市 河津市 河津市人民医院

山西 78 运城市 临猗县 临猗县人民医院

山西 79 运城市 临猗县 临猗县眼科医院

山西 80 运城市 万荣县 万荣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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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81 运城市 万荣县 万荣县中医医院

山西 82 运城市 稷山县 稷山县人民医院

山西 83 运城市 绛县 绛县人民医院

山西 84 运城市 垣曲县 山西中条山集团总医院

山西 85 运城市 垣曲县 垣曲县人民医院

山西 86 运城市 垣曲县 垣曲县中医医院

山西 87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人民医院

山西 88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中医院

山西 89 运城市 夏县 夏县中医医院

山西 90 运城市 平陆县 平陆县中医医院

山西 91 运城市 平陆县 平陆县人民医院

山西 92 运城市 芮城县 芮城县人民医院

山西 93 运城市 闻喜县 五四一总医院中信运城医院

山西 94 运城市 市辖区 运城市中医医院

山西 95 运城市 运城市第一医院

山西 96 长治市 市辖区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97 长治市 市辖区 长治市中医医院

山西 98 长治市 市辖区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山西 99 长治市 长子县 长子县人民医院

山西 100 长治市 沁源县 沁源县人民医院

山西 101 长治市 沁县 沁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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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102 长治市 市辖区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山西 103 长治市 市辖区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山西 104 长治市 平顺县 平顺县人民医院

山西 105 长治市 黎城县 黎城县医疗集团

山西 106 长治市 潞城市 潞城区人民医院

山西 107 长治市 屯留县 长治市屯留区人民医院

山西 108 长治市 长治爱尔眼科医院

山西 109 长治市 市辖区 北大医疗潞安医院

山西 110 长治市 潞城区天脊医院

山西 111 长治市 上党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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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

（人工晶体类）历史采购数据填报操作说明

一、账号登录

1.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1（IE 11）浏览器，登录京津冀医

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门户网站，网址：http://www.tjmpc.cn:9004/

（如计算机操作系统不支持 IE11 浏览器，可使用 Chrome（谷歌）

浏览器 49.0 及以上版本进行访问和使用）

2.点击“京津冀耗材联合采购系统”进入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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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

4.登录成功后，点击“招标系统”，进入历史采购数据填报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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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采购数据上报

1.点击左侧菜单栏“人工晶体类产品”－“历史采购数据上报”。

首次登陆的医疗机构在点击进入数据上报前，须仔细阅读京津

冀医用耗材人工晶体类产品历史采购报量承诺书，点击确认后进行

报量操作。

2.信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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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产品编号（蓝字）可查看产品信息详情。

点击注册证号（蓝字）可查看注册证信息详情。

3.点击【2018 年历史数据上报】、【2019 年历史数据上报】两

个按钮，可分别打开填写界面填写采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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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规格列表”逐个填报相关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

同一个产品型号规格按照实际采购情况，如同一年内存在多个

价格，要如实填写全部实际发生采购的价格及对应采购总数量。

4.点击左侧菜单栏“人工晶体类产品”－“历史采购数据核对”，

查看已填报的产品采购信息列表。

（1）页面提供查询、导出、提交、打印等功能。

（2）点击操作按钮列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这条填报的采购信

息。

（3）点击提交按钮，可将已填报数据进行提交，提交后将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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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上报和删除操作，须仔细核对后再操作。

（4）历史采购报量提交成功后，方可点击打印按钮，即打印本

院已填报的历史采购信息，盖章完成后备存。

（5）如发现已提交的数据填报有误，可点击页面的“撤回”，

完成修改后再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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