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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与零售价相比 平均降幅达 56.7%
我省将于 11 月底前执行

昨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将 17 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17 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与平均零售价
相比，平均降幅达 56.7%。晚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将按国家规定同步实施，最迟 11 月
底，我省参保患者购买这 17 种抗癌药将享受医保待遇。

药品名称

剂型

医保支付标准

阿扎胞苷

注射剂

1055 元（100mg/支）

西妥昔单抗

注射剂

1295 元（100mg(20ml)/瓶）

阿法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200 元（40mg/片)
160.5 元（30mg/片）

阿昔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207 元（5mg/片)
60.4 元（1mg/片）

安罗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487 元（12mg/粒)
423.6 元（10mg/粒)
357 元（8mg/粒)

奥希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510 元（80mg/片)
300 元（40mg/片）

克唑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260 元（250mg/粒)
219.2 元（200mg/粒）

尼洛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94.7 元（200mg/粒)
76 元（150mg/粒)

培唑帕尼

口服常释剂型

272 元（400mg/片)
160 元（200mg/片)

瑞戈非尼

口服常释剂型

196 元（40mg/片）

塞瑞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198 元（150mg/粒）

舒尼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448 元（50mg/粒)
359.4 元（37.5mg/粒)
263.5 元（25mg/粒)
155 元（12.5mg/粒)

维莫非尼

口服常释剂型

112 元（240mg/片）

伊布替尼

口服常释剂型

189 元（140mg/粒）

伊沙佐米

口服常释剂型

4933 元（4mg/粒)

呈贡新增
217 处电子眼

2980 元（5ml:3750IU/支)
1477.7 元（2ml:1500IU/支）

奥曲肽

微球注射剂

7911 元（30mg/瓶) 5800 元（20mg/瓶)

17 种抗癌药平均降幅达 56.7%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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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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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阿扎
胞苷、
西妥昔单抗、
阿法替尼、
阿昔替尼、
安罗替尼、
奥希替尼等，
这些药大部分都
还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限内。17 个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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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中国铁路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显示，昨天 11 时许，在贵州省毕节市，一对
钢轨稳稳落在成贵铁路 373 公里 636 米
处，标志着成贵铁路云（南）贵（州）段正式
开始铺轨。成贵铁路全长 632 公里，其中
成都东至乐山段约 117 公里，已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开通运营。
新建乐山至贵阳段正线全长约 515 公
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线路西起四川省
的乐山市，向东经四川省的犍为县、宜宾
市、长宁县、兴文县，云南省的威信县、镇雄
县，贵州省的毕节市、大方县、黔西县，最终
进入贵阳市区。其中四川省境内 259 公
里，云南省境内 79 公里，贵州省境内 177
公里。成贵铁路云贵段先从毕节站往威信
站方向，然后折返贵阳方向白云站，采用
500 米的特制长轨铺设，预计 2019 年 6 月
全部完工。
本报记者 曹婕

记者 10 日从百江燃气多个门店了解
到，
其瓶装液化气已从当天开始下调。
瓶装液化气 12 公斤的从 130 元下调
到 105 元，45 公斤的从 480 元下调到 395
元，3.5 公斤的从 46 元下调到 31 元。从降
价情况看，最多的是 45 公斤装的，降价 85
元。综合来看，平均每公斤液化气降价后
都在 9 元以下。
本报记者 张勇

3229.4 元（2.3mg/粒)
注射剂

成贵铁路
云贵段开始铺轨

12公斤瓶装液化气
价格下调 25 元

3957.9 元（3mg/粒)
培门冬酶

A05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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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妥昔单抗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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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的支
付标准为 1295 元，
降幅达69%。

昨日，晚报记者获悉，昆明市公安局呈
贡分局交警大队公布了《关于启用全区新
增电子监控设备抓拍交通违法的通告》。
据了解，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警大队
将于 10 月 10 日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启用
新增高清电子监控抓拍设备，对机动车违
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违反交通禁令标志、闯
红灯、压线行驶、随意变更车道、不按导向
车道行驶、违法逆行、违法停车、不系安全
带、开车拨打电话、开车抽烟、遇行人正在
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货运汽车违
禁驶入禁止通行区域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抓拍。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10 月 23 日为宣
传教育期，在此期间被本公告所列新增高
清电子监控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
门将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提醒车主，
不作处罚。从 10 月 24 日 0 时起，将严格
依法处罚。请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新启用的 217 处智能高清电子监控抓
拍系统设置路段分布情况，请在春城晚报
客户端点击查看。
本报记者 吕世成

可按医保支付比例报销
疗保障局将根据仿制药价格水平调整该
药品的支付标准并另行通知。如出现药
品市场实际价格明显低于现行支付标准
的，
国家医疗保障局将与企业协商重新制
定支付标准并另行通知。
此外，根据《通知》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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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卫计委和
省人社厅了解到，10 月底前，我省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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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我
省还将根据国家规定确定医保支付比
例，预计 11 月底前，参保患者购买这 17
种抗癌药将享受医保待遇。
本报记者 期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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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支付标准并不等于最
终医保报销后的价格。
《通知》中提到，
附表
中的
“医保支付标准”
包括基本医保基金
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
基本医
保基金和参保人员分担比例由各统筹地
区确定。规定的支付标准有效期截至
2020年11月30日，
有效期满后按照医保
支付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调整。有效期内，
如有通用名称药物（仿制药）上市，
国家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