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姑苏市监〔2021〕172 号 
 

  

关于印发《姑苏区为民药事服务站建设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分局、各零售药店： 

为全面贯彻落实保护区、姑苏区区委决策部署，提升辖

区居民健康生活水平，助力姑苏区医疗高地建设，根据《“奋

进十周年 喜迎二十大”——保护区、 姑苏区成立十周年系

列活动筹备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区拟打造 40 家为民药事

服务站，特制订《姑苏区为民药事服务站建设工作方案》，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姑苏区为民药事服务站建设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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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苏 州 市 姑 苏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21年10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街道  

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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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区为民药事服务站建设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通过为民药事服务站，充分发挥零售药店的便民效果、服务效

果、科普效果，提升人民群众购药用药的体验感、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二、工作目标 

坚持“便民、利民、惠民”和“安全、规范、长效”原则，以

零售药店为主体，试点设置为民药事服务站。在严格药品、医

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的基础上，按照统一标识标记、统一设置

标准、统一药事服务项目等要求，为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合理用

药咨询、个人药物使用档案、安全用药知识讲座、中药代工、

个人自用医疗器械使用指导和校准代办等公益性服务，从而更

好保障群众合理用药、用械和健康生活，把为民药事服务站打

造成为民履职、为民办事、为民服务的“金名片”。 

三、工作要求 

（一）择优创建。突出群众需求导向，坚持自愿、从优原

则，遴选 40 家信用较好、管理规范，且具有一定药事服务基础

的优质零售药店，作为为民药事服务站的建设主体。  

（二）严格标准。为民药事服务站应当具备药品（含医疗

器械，下同）零售相关资质，以及开展相关服务所具备的资质

条件。为民药事服务站应具备相应星级要求的场地、人员等条

http://www.baidu.com/link?url=NNPxnqNXkLfh2NgCwkW-sQ55YEHzkyW9jBolyV26nQdg4qYZ1gbJdMb3UVeNaCyUTUOZpWEup99Er9tfxpc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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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达到服务项目数、月均服务数等要求。各地要统一公示

牌、宣传牌等样式，规范应用 “为民药事服务站”标识，提升

为民药事服务站识别度，方便群众识别。各药事服务区域应设

置在为民药事服务站内，并有易于识别的标识标志。药事服务

相关的管理制度、服务项目、注意事项、人员情况等均应在店

内显著位置公示。 

（三）规范服务。为民药事服务站要根据药事服务项目清

单，细化各项服务的具体内容、服务时间段、服务频次、收费

情况、特别提示等，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管理制度。相关

内容应在店内公开。对已列入清单的药事服务项目，不得强制

设立前置条件（如必须为付费会员等）。在开展为民药事服务

时，应做好相关说明和提醒（如：在开展自助测血压等服务时，

应明确告知测量结果仅为参考提示）。在发现存在健康风险的

人员时，应立即引导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对可能涉及诊疗服

务的，应先与卫生健康部门确认。对服务项目不合理、不规范

的，各地要督促相关为民药事服务站及时整改到位。严禁超范

围服务，严禁以药事服务名义，从事非法诊疗、变相推销等违

法违规行为。 

 

附件：1.2021年为民药事服务站建设标准 

2.2021年为民药事服务项目清单 

3.2021年为民药事服务站选点情况 

4.2021年为民药事服务站星级评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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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为民药事服务站建设标准 
序号 基本要求 五星级标准 四星级标准 三星级标准 

1 资质齐全 

具备药品（含医疗器械，下同）零售

相关资质，以及开展相关服务所具备的资

质条件。 

具备药品（含医疗器械，下同）零售

相关资质，以及开展相关服务所具备的资

质条件。 

具备药品（含医疗器械，下同）零售

相关资质，以及开展相关服务所具备的资

质条件。 

2 合法合规 

规范开展药品经营行为和各项药事服

务。无以药事服务名义，从事非法诊疗、

变相推销等违法违规行为。2年内无曾因药

品问题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免于

处罚的除外）。 

规范开展药品经营行为和各项药事服

务。无以药事服务名义，从事非法诊疗、

变相推销等违法违规行为。2年内无曾因药

品问题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免于

处罚的除外）。 

规范开展药品经营行为和各项药事服

务。无以药事服务名义，从事非法诊疗、

变相推销等违法违规行为。2年内无曾因药

品问题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免于

处罚的除外）。 

3 硬件齐备 

有 50 平方米以上专门的药事服务区

域，并划分为药事指导区、服务操作区、

科普宣区（培训室）等。有与药事服务相

适应的设施设备。 

有 30 平方米以上专门的药事服务区

域，并划分为药事指导（操作）区、科普

宣区等分区。有与药事服务相适应的设施

设备。 

有 10 平方米以上专门的药事服务区

域。有与药事服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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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员专业 

从事药事服务药学专业人员 6人以上，

其中执业药师 3 人以上。相关人员应经过

培训，熟悉药事服务相关的操作规范和管

理制度。 

从事药事服务药学专业人员 4人以上，

其中执业药师 2 人以上。相关人员应经过

培训，熟悉药事服务相关的操作规范和管

理制度。 

从事药事服务药学专业人员 2人以上，

其中执业药师 1 人以上。相关人员应经过

培训，熟悉药事服务相关的操作规范和管

理制度。 

5 制度完善 

具备开展药事服务项目的操作规范和

管理制度，并明确药事服务具体内容、服

务时间段、服务频次、收费情况、特别提

示等。相关内容在店内公开。 

具备开展药事服务项目的操作规范和

管理制度，并明确药事服务具体内容、服

务时间段、服务频次、收费情况、特别提

示等。相关内容在店内公开。 

具备开展药事服务项目的操作规范和

管理制度，并明确药事服务具体内容、服

务时间段、服务频次、收费情况、特别提

示等。相关内容在店内公开。 

6 标识显著 

营业场所内外醒目位置已设置统一

“药事服务站”标识。药事服务区域有易

于识别的标识标志。药事服务相关的管理

制度、服务项目、注意事项、人员情况等

均应在店内显著位置公示。 

营业场所内外醒目位置已设置统一

“药事服务站”标识。药事服务区域有易

于识别的标识标志。药事服务相关的管理

制度、服务项目、注意事项、人员情况等

均应在店内显著位置公示。 

营业场所内外醒目位置已设置统一

“药事服务站”标识。药事服务区域有易

于识别的标识标志。药事服务相关的管理

制度、服务项目、注意事项、人员情况等

均应在店内显著位置公示。 

7 项目多样 
具有较强的药事服务能力。根据当地

群众需求，提供药事服务项目 18个以上。 

具有较强的药事服务能力。根据当地

群众需求，提供药事服务项目 15个以上。 

具有较强的药事服务能力。根据当地

群众需求，提供药事服务项目 10 个以上。 

8 服务活跃 
群众对药事服务较为认可，服务活跃度

高，月均服务达到 300 人次以上。 

群众对药事服务较为认可，服务活跃度

高，月均服务达到 150人次以上。 

群众对药事服务较为认可，服务活跃度

高，月均服务达到 6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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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为民药事服务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五星级标准 四星级标准 三星级标准 

1 用药指导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2 用械指导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3 医药书刊查阅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4 
个人药物使用档案 

（个人药案）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5 药品拆零销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6 安全用药知识讲座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7 测量身高体重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8 自助测血压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9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10 电话咨询（网络咨询）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11 过期药品回收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12 网订店送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13 药事志愿服务 必备项目 必备项目  

14 顾客用药随访 必备项目   

15 中药打粉 必备项目    

16 中药切片 必备项目  
  

 

 
17 

个人自用医疗器械校准 

代办 
必备项目  

  

18 
个人自用医疗器械维修 

代办 
  

    



 
 

—8— 

19 中药熬胶   
    

20 中药识别   
    

21 中药材陈列展示   
    

22 代煎中药   
    

23 代客寻药   
    

24 送药上门    

25 24小时营业    

26 提供冷藏袋    

27 医疗器械试用指导    

28 慢性病健康档案    

29 自助测血糖    

30 自助测量骨密度    

31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32 其他特色服务（可列举）    

备注：在发现存在健康风险的人员时，应立即引导其前往医疗机构就

诊；对可能涉及诊疗服务的，应先与卫生健康部门确认；严禁超范围

服务，严禁以药事服务名义从事非法诊疗、变相推销等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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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为民药事服务站选点情况 

 

序号 创建药店名称 地址 拟创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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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为民药事服务站星级评定表 
创建药店

名称 
 联系方式  

地址  拟评定星级  

序号 评定指标 现场检查情况 

1 
药品零售相关资质情况，以及开展相关服务
所具备的资质条件情况。  

2 

规范开展药品经营行为和各项药事服务情
况；有无存在以药事服务名义，从事非法诊
疗、变相推销等违法违规行为；2年内有无曾
因药品问题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免
于处罚的除外）。 

 

3 
药事服务区域面积，区域具体划分以及与药
事服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配备情况。  

4 
从事药事服务药师数量，相关执业资格以及
相关人员经过培训，熟悉药事服务相关的操
作规范和管理制度等情况。 

 

5 

制定药事服务项目的操作规范和管理制度的
情况；操作规范是否明确药事服务具体内容、
服务时间段、服务频次、收费情况、特别提
示等；相关内容在店内公开的情况。 

 

6 

营业场所内外醒目位置设置统一“药事服务
站”标识的情况；药事服务区域设置易于识
别的标识标志的情况；药事服务相关的管理
制度、服务项目、注意事项、人员情况等在
店内显著位置公示的情况。 

 

7 提供药事服务项目数量。  

8 为民药事服务站月均服务次数。  

评定结论： 

 

                         

 评定人员：                     评定时间：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