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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肿瘤患者治疗方案 推动肿瘤大病医保政策落地

医医促促会会““绿绿动动中中国国--新新瑞瑞论论坛坛””召召开开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者

陈晓丽 ) 近日，由中国医
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
的“绿动中国-新瑞论坛山东
峰会”在济南顺利召开。大会
邀请临床专家、政府、企业代
表与会，围绕日前山东省大
病保险药品纳入医保管理，
交 流 探 讨 政 策 落 地 执 行 细
则，以及新政下新型靶向药
物如何为患者提供个体化优
化治疗方案，促使药物发挥
最大治疗效果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
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

15%”的目标。山东省积极响
应国家提出的“健康中国”战
略，不断、有序地提高参保患
者的医保待遇水平。7月6日，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发布《关于将瑞戈非尼等14
种药品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的通知》，明确将瑞戈非尼
等14种药品纳入山东省大病
保险支付范围。自此，我省大
病医疗保险管理的品种达到
17种。

近年来，我国采取医保目
录谈判、加速进口药物上市审
批、进口零关税等系列举措，
从多环节、多渠道降低肿瘤药
物费用，保障肿瘤患者用药。

事实上，自国家药品谈判落地
以及大病医保政策出台以来，
各地都在加快政策落地，为减
轻当地患者负担不断努力。特
别是山东省近年来在大病医
保方面具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据省社会保险事业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纳入山东省大病保
险支付范围的17个品种中，绝
大多数为恶性肿瘤治疗药物，
保障了肿瘤患者的临床药物
治疗，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提升了药物的可及性。
以本次纳入支付范围的瑞戈
非尼为例，肝癌或结直肠癌患
者服用此药一个月的费用将
节省50%左右。

消化道肿瘤在我国属于
高发肿瘤，2018年发布的中国
癌症统计数据显示，结直肠癌
和肝癌分居我国常见恶性肿
瘤的第三位和第四位，且分别
是第二位和第五位的肿瘤致
死原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
生命和健康。

各个临床学科与会的专
家介绍，“就肝癌而言，外科手
术是首选治疗方法。但因肝癌
患者大多合并基础肝病，或者
在确诊时大部分已达中晚期，
能获得手术切除机会的患者
仅有20%-30%。介入和消融等
局部治疗有效，亦会发生转移
与进展。就结直肠癌而言，晚

期患者生存期相对肝癌较长，
之前的临床治疗中常常面临

‘病人还在，无药可医’的窘
境。近年来肿瘤的靶向治疗进
展非常快，小分子靶向药物的
出现，通过抑制肿瘤生长、肿
瘤血管生成、远处转移等作用
机制，可以显著延长晚期癌症
患者的生存期，为患者带来了
新的希望。”

据悉，2018年抗癌药国家
医保准入专项工作即将开展，
相信会有更多的“救命药”能
够通过谈判进入医保，令中国
肿瘤患者的经济负担进一步
减轻，让更多中国患者用上好
药、用得起好药。

良药不必苦等，快递帮你送到家中

药药品品代代寄寄服服务务““现现身身””省省中中医医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良药

不必苦等，极大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8月7日，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与山
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便民医药寄递服务合作签约暨
启动仪式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东院区举行。

记者采访了解到，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是山东省首
家与顺丰速运合作开展药品代
取代寄服务的医院。医院拥有

山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中草药调
剂室及煎药室，每日调剂处方
量达数千张。许多上年纪的或
是远道而来的患者，领取、携带
均有不便。此举将助力医药服
务，使患者候药时间大为缩短。

患者完成费用结算后无需
取药，可直接到顺丰便民服务
柜台进行一站式登记、留存取
药凭证，药品由富有经验的药
师审核调剂后，由顺丰速运在
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物流网络送

至家中，代取代寄药品服务提
升了患者就医体验，从此“良药
不必苦等”。

通过顺丰可以速运的药品
种类包括：代煎中药、中草药饮
片、中草药颗粒剂、中西成药；
此外，门诊患者的检验报告、影
像图片、住院患者病历影印件
等也可通过顺丰速运进行寄
递。院内还设有丰巢快递柜24
小时为患者提供无人寄递收发
服务。

早早癌癌筛筛查查进进社社区区

健健康康服服务务送送上上门门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通讯员 李建
峰) 近日，济南市中心医院

“万人早癌大筛查”活动分别
在上海花园社区、利农社区、
师东社区、花园社区、经纬社
区、甸柳新村社区、南胡社区
等开展了慢性病问卷筛查，
并对社区居民提供专家讲座
义诊服务，此次活动得到了
社区居委会大力支持，受到
了社区居民一致赞扬！

专家团队耐心为数百名
社区居民解答健康问题，并给

出了健康指导。现场为居民提
供血糖、血压检测，内分泌科
董晓林博士针对普遍存在的
高血压、高血糖对居民进行了
健康讲座，普及相关知识。

自2018年初，济南市中
心医院为更好地让居民提高
健康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
防、早治疗的思路，逐步开展

“万人早癌大筛查”活动，前
期对我市机关单位进行了筛
查工作，目前通过社区筛查
的不断进行，已完成10000例
电子问卷调查。

预预防防出出生生缺缺陷陷

1122000000个个““孕孕妈妈加加油油包包””助助力力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8日上午，“集
善斯利安·爱的守护”公益项
目山东启动仪式在山东省立
第三医院举行。活动现场向
部分孕妈代表发放了包含有
孕期所需的叶酸片、维生素
及卫生用品的“孕妈加油
包”。据悉，活动预计在全省
发放12000个。

据了解，在2018年，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北京
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共同发
起了“集善斯利安·爱的守
护”公益项目，通过此次活
动，将向山东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捐赠价值600万元的

“孕妈加油包”，总计12000

个，里面包含有孕期所需的
叶酸片、维生素及卫生用品
等。该加油包指定包括山东
省立第三医院在内的济南、
青岛、淄博、枣庄等7家医疗
机构作为定点发放单位。“孕
妈加油包”将全面保障孕期
营养，从而有效预防新生儿
神经管畸形，预防出生缺陷，
减少新生儿残疾的发生。

活动现场，山东省立第
三医院妇产科及儿科专家也
在启动仪式现场开展了义诊
及孕妇营养课堂活动，为现
场的孕产妇进行免费筛查，
提供免费咨询 ,并为患者提
出合理的保健、治疗意见,现
场赠送了健康保健资料。

齐鲁名医访谈录——— 内分泌专家董俊华教授：

孩孩子子矮矮小小，，七七大大因因素素不不可可忽忽视视
身高是衡量一个孩子生长

发育的重要指标，对孩子的成
长过程有重要影响，您的孩子
有没有身高的困扰？引起矮小
的原因有哪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科内
分泌专家董俊华教授表示，孩
子身高低于同种族、同年龄、同
性别正常健康儿童身高的第三
百分位数，或低于2个标准差以
下，医学上称之为矮小。如果您
没有给孩子量身高的习惯，那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判断：(1)
在学校上课时，孩子是否长期坐
在班级前两排；(2)与同龄孩子
相比矮半头；(3)每年长高不到

5厘米；(4)一年以上都不用新
买大一号的衣服和鞋子。

如果孩子有以上几点表
现，那么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正
规有儿科内分泌专业的大医院
就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孩子矮小的原因很多，主
要包括：1、内分泌遗传代谢疾
病，垂体生长激素分泌减少、甲
状腺功能低下、性早熟、肾上腺
皮质激素分泌异常等。2、骨代
谢疾病。3慢性疾病。4、营养缺
乏。5、宫内发育迟缓。6、染色体
异常性的疾病。7、体质性青春
期延迟等等。

矮小都有哪些危害呢？董

俊华教授表示，目前来讲，孩子
正好在校上学，矮小会有一定
压力，不合群、自卑、影响学习、
影响升学；到了成人，矮小会影
响就业，影响婚恋。

据了解，董俊华教授每周
二、周天全天坐诊，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儿科内分泌专业拥有一
个强大的医疗团队，许瑞英教
授是每周四全天坐诊，刘华卫
教授是每周五全天坐诊。

专家提醒家长：一旦发
现自己的孩子矮小，一定要
到正规的大医院进行检查治
疗，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遗憾终生。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近日，菏泽学院开展

了无偿献血活动，两天时

间 共 有 6 0 9 人 成 功 献 血
200590毫升。此次活动采集

的血源将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菏泽市血液库存紧张的

状况。

献血现场，菏泽市中

心血站的3辆献血车开进

学院，学生们在医护人员

的组织下，有序填写报名

表格、取血化验、抽血，即

使天气炎热也耐心排队等

候。活动为期两天，第一天

就有376人成功献血128700

毫升，第二天又有233人成

功献血71890毫升。

葛医药资讯

““健健康康山山东东医医院院院院长长论论坛坛””召召开开

本报济南8月8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近日，由山东
省健康管理协会、山东省医
院管理服务中心主办的第二
期“健康山东医院院长论坛”
暨京津冀鲁院长领导力峰会
在烟台举行。会上，在近200
名医院院长及代表见证下，
助力“卫生健康微电影大赛”
起航，启动“卫生健康微电影
大赛”评选活动水晶球。

为响应“健康中国2030”

战略精神,助力健康山东、彰
显责任担当，充分挖掘医疗
卫生领域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和优秀成果，山东省健康管
理协会在山东省社会组织管
理局、山东省卫生计生委指
导下，开展第二届“山东健康
卫士”和“卫生健康微电影大
赛”评选活动，最终将在10月
26-28日第六届山东健康论
坛暨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年
会上评选出各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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