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101030001 门诊常规输液观察费

w010201 普通病房床位费

w0102010001 一般医院

w0102010002 传染病、精神病医院、建筑独立式精神病、传染病区。

w0102010003 精神病医院、建筑独立式精神病区、传染病区。

w0102010004 协和医院

w0102010005 301医院

w0102010006 三零二医院

w0102010007 市中医院

w0102010008 地坛医院

w0102010009 北医人民医院

w0102010010 中日友好医院

w0102010011 望京医院

w010201001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w0102010013 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w0102010014 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w0102010015 四零二医院

w0102010016 邮电总医院

w0102010017 航空中心医院

w0102010018 铁路总医院

w0102010019 武警总医院

w0102010020 三零五医院

w0102010021 三零九医院

w0102010022 中关村医院

w0102010023 复兴医院

w0102010024 胸科医院

w0102010025 冶金医院

w0102010026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w0102010027 北京肿瘤医院

w0102010028 同仁医院

w0102010029 市急救中心

w0102010030 友谊医院

w0102010031 朝阳医院

w0102010032 宣武医院

w0102010033 儿童医院

w0102010034 首儿所

w0102010035 积水潭医院

w0102010036 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w0102010037 协和医院

w0102010038 北京医院

w0102010039 北医人民医院

w0102010040 北医第一妇婴医院

w0102010041 北医第一医院

w0102010042 阜外医院

w0102010043 电力医院

w0102010044 航天中心医院

废止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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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102010045 燕化医院

w0102010046 仁和医院

w0102010047 交通医院

w0102010048 酒仙桥医院

w0102010049 铁路总医院

w0102010050 军区总医院

w0102010051 武警总医院

w0102010052 三零五医院

w0102010053 和平里医院

w0102010054 安贞医院

w0102010055 同仁医院

w0102010056 市中医院

w0102010057 天坛医院

w010201005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w0102010059 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w0102010060 医科院肿瘤医院

w0102010061 北医三院

w0102010062 煤炭总医院

w0102010063 公安医院

w0102010064 水力医院

w0102010065 冶金医院

w0102010066 三零九医院

w0102010067 三零一医院

w0102010068 长安医院

w0102010069 东外医院

w0102010070 东城区朝阳门医院

w0102010071 鼓楼中医院

w0102010072 隆福医院

w0102010073 东城区第六医院

w0102010074 海淀妇幼保健院

w0102010075 中西医结合医院

w0102010076 护国寺中医院

w0102010077 厂桥医院

w0102010078 第四医院

w0102010079 复兴医院

w0102010080 垂仰柳医院

w0102010081 顺义区南法信卫生院

w0102010082 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w0102010083 通州区潞河医院

w0102010084 海淀医院

w010202 急诊观察床床位费

w0102020001 急诊观察床床位费

w010204 监护病房床位费

w0102040001 监护病房床位费

w0102040002 监护病房床位费

w0102040003 协和医院

w0102040004 三O一医院

w0102040005 北京肿瘤医院

w0102040006 医科院阜外医院

w0102040007 军区总医院

w0102040008 垂阳柳医院(单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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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10205 抢救病房床位费

w0102050001 单人间

w0102050002 双人间

w0102050003 协和医院

w0102050004 三O一医院

w0102050005 北京肿瘤医院

w0102050006 军区总医院

w010206 母婴同室床位费

w0102060001 母婴同室床位费

w010207 血液病房

w0102070001 层流洁净间

w0102070002 简易层流洁净病房（单人间）

w0102070003 简易洁净病床

w0102070004 普通血液病房(三人间)

w010209 护理费

w0102090001 心脏体外循环直视术后护理费

w0102090002 重症烧伤护理费

w0102090003 特级护理

w0102090004 一级护理

w0102090005 二级护理

w0102090006 三级护理

w010210 等级医院收费标准

w0102100001 三级医院住院床位费加收

w0102100002 二级医院住院床位费加收

w0102100003 三级医院护理费加收

w0102100004 二级医院护理费加收

w010211 取暖费

w0102110001 取暖费

w0102110002 取暖费

w010212 陪住费

w0102120001 陪住费

w010213 婴幼儿住院材料费

w0102130001 婴幼儿住院材料费(3岁内)

w0103 会诊费

w010301 院际会诊

w0103010001 正主任医师

w0103010002 副主任医师

w0103010003 主治医师

w010302 院内会诊

w0103020001 院内科际会诊

w0104 抢救费

w010401 抢救费

w0104010001 大抢救

w0104010002 中抢救

w0104010003 小抢救

w0106 体格检查费

w010601 健康检查

w0106010001 一般健康检查

w0106010002 中小学入学，幼儿园入园，托儿所入托及平时体检

w0106010003 中等学校招生体检

w0106010004 高等学校, 研究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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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106010005 应征入伍体检

w0106010006 出国人员体检

w0106010007 婚前体格检查

w010702 上门服务费

w0107020001 主任医师

w0107020002 副主任医师

w0107020003 主治医师(主管护师)

w0107020004 医师(护师、士)

w0108000003 儿童健康检查

w0201000001 皮下、肌肉注射

w0201000002 静脉注射

w0201000003 静脉抽血

w0201000004 静脉输液

w0201000005 皮内注射（皮试）

w0201000010 输血

w0201000020 穴位封闭

w0201000022 换药   （大）

       （中）

       （小）

w0201000024 拆线

w0201000025 导尿

w0201000026 保留导尿

w0201000028 空肠造瘘灌注

w0201000029 蒸汽吸入

w0201000030 氧气吸入

            管道氧

              瓶氧

              袋氧

       整瓶(标准瓶)

        呼吸机吸氧

w0201000033 雾化吸入、超声雾化吸入

空气压缩雾化泵

w0201000035 营养灌肠

w0201000036 人工肛门洗肠

w0201000037 膀胱冲洗

w0201000040 截瘫灌肠

w0201000042 人工协助排便

w0201000043 肛管排气

w0201000044 经鼻、口腔吸痰

w0201000045 气管切开吸痰

w0201000046 胃肠减压

w0201000048 放置胃、肠管

w0201000052 洗胃(电动)

人工洗胃

w0201000053 肥皂水灌肠

w0201000054 清洁洗肠(五次以上)

w0201000060 酒精擦浴

w0201000061 尸体处理

w0201000062 死婴处理

w0201000097 中心静脉营养液治疗

w0201000108 物理降温           冰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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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冰帽

                   化学冰袋

物理降温（普通冰袋）

w0201000109 中药煎药费         手工

                   煎煮机

w0201000116 多功能重症监护(仪)

w0201000117 多参数生理监护(仪)

w0203010045 更换气管套管

w0204000020 阴道冲洗

w0204000021 会阴冲（擦）洗

w0204000027 新生儿换血术

w0204000051 新生儿药浴、油浴

w0204000055 产科坐浴

w0207010001 针刺疗法 (每疗程收一次挂号费)

w0207010002 灸法  (每疗程收一次挂号费)

w0207010003 针刺＋艾灸(每疗程收一次挂号费)

w0207010004 拔罐治疗 (每疗程收一次挂号费)

w0207010006 穴位埋线(结扎) （每疗程收一次挂号费）

w0207010007 穴位注射(水针)

w0207010008 耳穴压豆

w0207010009 火针针灸

w0207010010 放血疗法(三棱针)

w0207010011 电热针灸

w0207010012 金针针灸

w0207010013 割治疗法

w0207010014 冷针针灸

w0207010015 蟒(芒)针

w0207010016 埋针疗法

w0207010017 激光针灸

w0207010018 微波针灸

w0207010020 针氧

w0207010021 药罐疗法

w0207010022 中药穴位封闭

w0207010023 耳穴探测诊断

w0207010024 药棒穴位治疗

w0207010027 走罐

w0207020001 按摩手法治疗

w0207020002 按摩手法治疗

w0207020003 腰椎间盘脱出

w0207020004 颈椎病

w0207030015 耳间放血

w0207030021 脉图

w0207030025 足底反射治疗(单足)

w0207030030 经络测平

w0207030031 经络导平

w0207030037 穴位贴敷疗法

w0224 CT、磁共振

w022401 CT扫描

w0224010001 头颈平扫(含增强)

w0224010002 全身平扫(含增强)

w0224010003 单独开机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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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w0224010004  螺旋CT

w022402 磁共振

w0224020001 磁共振

W0301010017 疑难病理会诊

w0401000001 头皮裂伤清创缝合术

w0401000002 皮肤裂伤清创缝合术

w0401000023 阑尾切除术

w0401000024 疝修补术

w0401000087 胰头癌区域性切除术

w0403000011 动静脉内瘘

w0404000007 心室间隔修补术

w0404000035 心梗后室间隔穿孔修补术

w0407000034 颅骨修补术

w0407000051 鞍部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53 桥小脑脚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56 动脉瘤夹闭术

w0407000057 颅底脑膜瘤切除术

w0407000063 颅骨骨瘤切除术(颅底)

w0407000071 颞底入路颅底肿瘤切除术

w0407000073 大脑深部肿瘤、胶质瘤切除术

w0407000076 海绵窦肿瘤切除术 (直径 >2.5cm)

w0407000083 经蝶窦显微外科垂体瘤切除术

w0407000088 三叉神经纤维瘤切除术

w0407000095 经颅底入路切除颅底肿瘤

w0407000097 经颅视神经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08 颅内巨大动脉瘤夹闭、切除、血管再造

w0407000118 脑干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32 联合入路颅咽管瘤切除术

w0407000135 枕大孔区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44 第三脑室肿瘤切除术

w0407000145 颅咽管瘤切除术

造口护理

PET

冬病夏治消喘膏穴位外敷

肝病治疗仪

捏积

中医疾病诊断仪

红花酊按摩

冷热湿敷（大）

冷热湿敷（中）

冷热湿敷（小）

新生儿抚触

直线加速器适形调强放疗（IMRT）

磁共振脑功能成像（灌注）后处理

磁共振脑功能成像（弥散）后处理

临床操作的CT引导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x线计算机体层综合显像（PET-CT）

雾化吸入（含氧气）

砭石疗法

肩周炎推拿治疗

网球肘推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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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急性腰扭伤推拿治疗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推拿治疗

内科妇科疾病推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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