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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雨童

“这是今年第三次
听到好消息”

这是68岁的济南肺癌患
者宋芳（化名）一年里第三次
听到好消息。“第一次是靶向
药零关税了，第二次是今年8
月一批抗癌药纳入山东大病
医保，现在又在国家医保目录
里看到我用的药的名字。”

宋芳是一名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2015年确诊的她，一年后
开始吃靶向药埃克替尼，因为
耐药转吃第三代肺癌靶向药奥
西替尼。但这种救命药价格贵
得惊人，一个月5 . 1万元，自费4
个月就是20万元，对于月薪只
有3000元的宋芳来说，每一粒药
都压得她透不过气。

今年7月，宋芳听说了“奥西
替尼纳入山东省大病医保，8月1
日开始实行”的消息，高兴之余
却愁得夜夜睡不着。“为了省
钱，儿子一个月给我买一次
药，一次就是5万元，而我7月
的药只能坚持到20日，到8月1
日还缺11片。”她不舍得花5万
元买药，全家人四处求购别人
的剩药。“我从没想到，这一生
会因为11片药求遍了所有人。”

昂贵的靶向药，对于大多
数工薪阶层的患者来说，是沉
重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它却日
益成为很多肿瘤患者的主流用
药和救命药。“真的好用。”10月

10日，在山大二院肿瘤中心病
房，61岁的卵巢癌患者隋静（化
名）告诉记者，自己经历了两次
卵巢癌手术，但化疗已经完全控
制不了病势，关键时刻她用了靶
向药阿帕替尼，“病情一下子就
轻了，那些病灶，大的明显缩小，
硬的也都软了。”隋静说，虽然国
内还没有将自己用的这种靶向
药纳入医保，但为了救命也顾不
得了。“我卖了一套房子，为了救
她。”隋静的丈夫孙先生说。

咨询靶向药的多了
部分药品频断货

2018年，因为“医保后降
价”带来的使用群体扩大，以
赫赛汀为代表的部分抗癌靶
向药频频出现断货。

“靶向药对于肿瘤患者的

意义越来越大了，一方面给患
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
面靶向药单药使用，或者跟化
疗放疗等联合，能明显延长生
存期和改善预后。”山大二院
肿瘤科副主任张在云介绍。

2016年12月，山东省将17种
抗癌药纳入大病医保；2017年7
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下发通知，将15种抗癌药纳
入基本医保；2018年，山东省再
次将11种肿瘤药纳入大病医
保。千佛山医院肿瘤科副主任
医师梁婧举例说，以阿法替尼
为例，40mg的原价2300元/盒，按
照医保报销城镇职工60%，城镇
居民40%的比例，城镇职工年花
费从6 . 6万元降至3 . 2万元，居民
降至4 . 36万元；泰瑞沙降幅更明
显，从今年8月1日执行山东省
大病医保政策后，城镇职工第
一年买3赠9，报销60%，患者全
年用药由自费20万降至6 . 5万
元，第二年买2终生赠药，患者
由自费15万元降至5 .1万元。

一些靶向药还频频出现断
货。梁婧表示，最明显的就是索
拉菲尼和赫赛汀。“索拉菲尼是
用来治疗肾癌和肝癌的，以前肝
癌患者用的很少，除了一些不良
反应，最大的原因是贵，而现在
用的人很多。”梁婧介绍说，赫赛
汀的价格降幅非常大，进医保之
前价格约为2 . 7万元，后来经过
降价到2 . 1万元，纳入医保之后
直接降到了7600元，降幅高达七
成。“我们遇到很多乳腺癌患者，
一开始让她打赫赛汀用不起，后

来扩散了赶上入医保，这才开始
用。”2018年，赫赛汀频频出现了
全国范围内的断货，“最大的原
因就是使用的人多了，基数太
大。但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患者
真正用上了这种药。”

国家政策落地前
按省大病医保报销

根据此次国家医保局的通
知要求，各省（区、市）药品集中
采购机构要在2018年10月底前将
谈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
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医
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新信息系
统，确保11月底前开始执行。

记者注意到，此次纳入基
本医保的部分药物跟山东省今
年纳入大病医保目录的药品相
同，比如瑞戈菲尼（拜万戈）、奥
西替尼、阿法替尼、克唑替尼、
阿昔替尼、尼洛替尼、培唑帕尼
等。届时患者该如何报销呢？

“这些药物都会调整入医
保目录。”10日，山东省社保局相
关人士介绍说，将会对政策进行
一个衔接，相同的药物在国家政
策落地前，会按照省大病医保进
行报销，国家政策落地后会将这
部分药物纳入基本医保目录进
行报销。跟大病医保全省统筹
不同，基本医保是各地市统筹，
制定各自的报销比例。

“一般情况下，基本医保
的报销比例会高于大病医保，
对患者来讲用药会更实惠一
些，药价还有望进一步降低。”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记
者 范佳 崔岩） 第二届山
东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将助力
第七届山东文博会，省文化厅
及多个市特设惠民消费区，通
过现场发放文化惠民消费券、
互动发放多重好礼等方式，促
进参展文化产品销售和文化惠
民。

本届文博会将于10月11日
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山

东文化惠民消费季组委会汇聚
了近百种山东最具特色的文创
产品，充分发挥线上、线下融合
优势，在文博会现场和山东文
化惠民消费云服务平台上设立
文博会主题展区，并给予定向
消费补贴。平台将于10月11日
上午9点发放50万元的文化惠
民消费券，参展观众只要关注
山东文化惠民消费云服务平台
官方微信，每人即可领取总值

不超过500元的文化惠民消费
券，用于购买文博会专区的文
创产品。本批文博会定向消费
券文创产品享受补贴比例为
25%，领取后48小时有效，10月
15日20点前领取截止，剩余券
自动作废。

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也将
助力山东文博会，在国际会展
中心2层济南展位特设了文化
惠民展位，观众可以领取大波

惠民消费券，购买文化惠民消
费季定制的周边产品，如冰箱
贴、门帘、T恤、明信片、抱枕、
玩偶及“洋货儿济南”系列文创
产品等。

文博会德州展区特设“文
惠德州”惠民消费区，通过发放
市级文化惠民消费券的方式，
采取现场购买、现场下单、现场
核销的形式开展“文惠德州”专
题活动。

此外，省内其他市也将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
动。在烟台展区，观众通过手机
成功添加“烟台旅游”公众号
后，可现场领取烟台文化旅游
特色纪念品。在葡萄酒文化展
区，增设葡萄酒和品鉴知识讲
解，观众可现场免费品尝烟台
产高品质葡萄酒，并以成本价
格购买葡萄酒文创衍生产品。

文文博博会会今今日日开开幕幕，，5500万万元元惠惠民民券券等等你你领领
参展观众可领取消费券用于购买文创产品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消
息 国家医疗保障局10日发布
通知，经组织专家按程序与部分
抗癌药品进行谈判，将阿扎胞苷
等17种抗癌药（下称“谈判药
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确定
了医保支付标准，与平均零售价
相比，平均降幅达56.7%。

今年6月，国家医疗保障局
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
判工作开始启动，44个目录外
独家抗癌药经过专家评审和投
票遴选，并征得企业意愿，最终
17个药品获得谈判成功。

17个药品中包括12个实体
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均为
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
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
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
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
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 . 7%，大
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
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
格，平均低36%。

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
充分体现了对医药创新的重视
和支持，17个谈判药品中有10
个为2017年之后上市的品种。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表
示，这次纳入目录的抗癌药都
是近几年新上市的药品，专利
的存续期还比较长。通过医保
对这些优质创新药的战略性购
买，可以促进和推动医药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以研制更多更
好的创新药惠及广大患者。

2018年6月，国家医疗保障
局组建成立后，按照国务院抗
癌药降税降价工作部署，立即
启动了目录外抗癌药医保准入
专项谈判。此次谈判抗癌药，均
为治疗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所
必需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高、
病人获益高的药品。这些药大
部分都还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
限内，谈判难度非常大。根据数
据显示，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2017年的平均价格为4200元左
右。谈判后的价格由4200元降
到1295元。

制药企业看中中国市场，
采用“以价换量”的策略，以降
价换取销量。而国家医保谈判
专家采用“以量换价”的策略，
最大限度将价格降下来，此次
谈判成功的17种药品，最终的
价格全部比周边国家或地区要
低。下一步的重要工作是争取
早日让群众买到降价后的抗癌
药，让谈判成果社会效益最大
化，让广大参保人实实在在享
受到医保改革的红利。

1177种种抗抗癌癌药药纳纳入入医医保保报报销销目目录录
大幅降价，平均降幅达56 . 7%

十十一一月月底底落落地地，，药药价价有有望望再再降降
今年以来部分靶向药频频断货

2018年，对于国内肿瘤患者来说是好消息不断的一年，“抗癌药零关税”“抗癌药国内上市加速”……而近
年来不断扩大的医保范围，也让昂贵的抗癌药一步步走进普通工薪患者群中。

葛延伸调查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种药品

●12种实体肿瘤药

●5种血液肿瘤药

●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
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
瘤等多个瘤种

药价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

均降幅达56 . 7%
●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

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

平均低36%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由4200

元降到1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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