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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乃
2018 年 4 月，丹阳市医疗保
险管理中心根据《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 录（2017 年 版）》
（镇 人 社 发
[2018]44 号）文件要求，将 22 种
特药（20 种抗癌靶向药）纳入医
保特药报销范围，对 22 种特殊药
品实施定医疗机构、定责任医师
和定零售药店的“三定”管理，丹
阳人民医院作为特药定点医院，

医保特药政策解读（一）
丁丽芳等 11 名医师为特药责任
医师，镇江存仁堂药业公司梦溪
药店为特药指定药店，参保人持
有“特药待遇证”和责任医师开
具的特药处方到定点药店配药，
享受特药报销待遇。

一、特药待遇证需提供的材
料
特药待遇证材料包括病种
材料和通用材料（详见附件）。
二、
特药待遇证办理地点
市医保中心三楼待遇审核

科，电话 88033955.
三、
特药报销待遇
22 种管理的特药中，原 3 种
特药（曲妥珠单抗、伊马替尼、尼
洛替尼）报销比例仍按之前规定
职工医保报销 75%，城乡居民医

保报销 70%；新增加的 19 种特药
报销比例为职工医保报销 60%，
城乡居民医保报销 40%。
（下期请关注 10 月 19 日第 6 版）

丹阳 医保

不办卡不能进去玩 卫生安全令人担忧

室内儿童游乐场让家长
“乐”
不起来

为您的健康送真情
丹阳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电话：
8651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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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种特药的适应症以及待遇证申办材料
序号

疾病

药名
吉非替尼片
盐酸埃克替尼片
盐酸厄洛替尼片

1

适应症

氟维司群注射液

乳腺癌

限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

经影像学、组织学或细胞学诊断为晚期非鳞非
小细胞肺癌

淋巴瘤

限芳香酶抑制剂治疗失败 （1）
包含芳香化酶抑制剂
（如依西美坦、
来曲唑、
阿那
后的晚期、激素受体（ER/
曲唑等）
治疗记录的出院小结；
（2）
确诊乳腺癌病理
RR）阳性乳腺癌治疗
学及影像学检测报告单；
（3）
免疫组化检测报告单。

（1）乳腺癌的出院小结；
HER2 阳性乳腺癌手术后患
（2）乳腺癌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测报告单；
者，支付不超过 12 个月；
（3）免疫组化检测报告单。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限多发性骨髓瘤、复发或难 （1）多发性骨髓瘤的出院小结；
（2）多发性骨髓瘤的
治性细胞淋巴瘤
骨髓检测报告单。

来那度胺胶囊

限曾接受过至少一种疗法 （1）既往多发性骨髓瘤化疗的出院小结；
（2）多发性
的多发性骨髓瘤
骨髓瘤的骨髓检测报告单。

注射用硼替佐米

4

（1）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出院小结；
（2）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测报告单

注射用硼替佐米
骨髓瘤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西达本胺片

限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
巴瘤

1.经影像学、
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的晚期浸润
性乳腺癌，免疫组化阳性；2.HER2 阳性标准：免
疫组化+++，或免疫组化++同时 ISH,或 ISH+；
3.
既往接受过含曲妥珠单抗治疗失败的患者。
1.经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为晚期浸润性乳腺
癌，免疫组化阳性；2.HER2 阳性标准：免疫组
化+++，或免疫组化++同时 ISH,或 ISH+；3.早期
乳腺癌辅助治疗不超过 12 个月

1.骨髓克隆性浆细胞>10%或活检证实骨性或
髓外浆细胞瘤；2.≥1 项骨髓瘤定义事件。

一、复发或耐药的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1.病
理诊断为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B、
C、D 亚型的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2.复发进展诊断标准：
标准方案放化疗达到缓解后，经评估出现任何
增加的病灶或原病灶增大；
3.耐药标准：经标
准方案化疗≥2 周期无效。二、CD20 阳性
III-IV 期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CD20 阳性表
达，临床分期 III-IV 期，病理诊断为滤泡性非
霍奇金淋巴瘤。三、
CD20 阳性弥漫大 B 细胞非
霍奇金淋巴瘤：CD20 阳性表达，病理诊断为弥
漫大 B 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限既往至少接受过一次全
（1）既往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化疗的出院小结；
（2）外
身化疗的复发或难治的外
周 T 细胞淋巴瘤的病理学检测报告单。
周 T 细胞淋巴瘤

经病理诊断为外周 T 细胞淋巴瘤；2.既往接受
过一次全身化疗，并经评估疾病进展复发或难
治。
1.经病理证实为鼻咽癌；2.临床分析为中晚期
Ⅲ/Ⅳ期；
3.病理组织标本免疫组化 EGFR 阳性
表达；
4.放疗必须是联合使用的标准。

尼妥珠单抗注射液

限与放疗联合治疗表皮生
（1）与放疗联合治疗鼻咽癌的出院小结；
（2）鼻咽癌
长因子受体表达阳性的
的病理学检测报告单；
（3）基因（EGFR）检测报告单。
III /IV 期鼻咽癌

6

结直肠癌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限晚期转移性结直肠癌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不能手术的肾细胞癌

依维莫司片

1.经影像学、
组织学或细胞学检查证实的晚期
浸润性乳腺癌，且免疫组化检测为 ER/PR 阳性；
2.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失败的绝经后妇女。

（1）确诊B细胞性恶性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
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弥漫大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
复发或耐药的滤泡性中央
巴瘤）的病理学检测报告单；
（2）诊断为滤泡性中央
型淋巴瘤；CD20 阳性 III-IV
型淋巴瘤：既往两次化疗的出院小结；
（3）诊断为滤
期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免疫组化报告单（CD20）及临
CD20 阳性弥漫大 B 细胞非霍
床分期为Ⅲ-Ⅳ期的出院小结或病情证明书；
（3）诊
奇金淋巴瘤
断为弥漫大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免疫组化报告
单（CD20）。

鼻咽癌

肾细胞癌

经影像学、组织学或细胞学诊断为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

1.特药申请表； 1.病理诊断为套细胞淋巴瘤；2.复发进展诊断
（1）既往两次化疗的出院小结或既往一次化疗后新 2.社保卡；
标准：
标准方案化疗达到缓解后，经评估出现
增病灶（或原病灶增大）的出院小结（或病情证明 3.1 寸照片 1 张。
任何新增加的病灶或原病灶增大；
3.耐药标
书）；（2）确诊套细胞淋巴瘤的病理学检测报告单。
准：经标准方案化疗≥2 周期无效

5

7

医学标准

1.经影像学、
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的且 EGFR 基
因敏感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2.EGFR 基因
敏感突变是指：EGFR19 号外显子缺失、21 外显
子 L858R 以及 18 外显子 G719X、E709X、
L861Q、
S76I 等敏感突变位点。

限 HER2 过表达，既往接受过（1）接受过包括蒽环类、紫衫醇、曲妥珠单抗治疗的
包括蒽环类、
紫衫醇、曲妥 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的出院小结；
甲苯磺酸拉帕替尼片
珠单抗治疗的晚期或转移 （2）乳腺癌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测报告单；
性乳腺癌
（3）免疫组化检测报告单。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通用材料

（1）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出院小结；
限 EGFR 基因敏感突变的晚 （2）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测报告
期非小细胞肺癌
单；
（3）基因（EGFR）检测报告单。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限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注射液

3

病种材料

肺癌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2

待遇证申报材料

接受舒尼替尼或索拉非尼
治疗失败的晚期肾细胞癌
成人患者

（1）结直肠癌的出院小结；（2）结直肠癌的病理学
及影像学检测报告单。

经影像学、组织学或细胞学证实为晚期转移性
结直肠癌。

（1）
最近一次肾细胞癌治疗的出院小结；
（2）
确诊肾细
胞癌的病理学检测报告单；
（3）
影像学检查报告单。

1.病理证实的肾细胞癌，临床分期为晚期；
2.无法手术或术后复发无法手术切除。

（1）肾细胞癌既往化疗的出院小结（使用舒尼替尼
或索拉非尼）；
（2）确诊肾细胞癌的病理学检测报告
单；（3）影像学检查报告单。

1.病理诊断为肾细胞癌；2.既往接受舒尼替尼
或索拉非尼治疗失败，病情进展出现任意一个
可判断：所有靶病灶的长径总和增加至少 20%，
且长径总和增加的绝对值在 5mm 以上或出现新
的病灶或原非靶病灶有明显进展。

社会平安和谐
人民安居乐业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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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正在儿童乐园玩耍。记者 马骏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马骏） 近
日，市民陈女士向本报记者反映
称，国庆长假期间，她与家人带
着刚满 1 周岁的女儿去市区某大
型商场，打算在位于三楼的一家
儿童乐园里游玩。让陈女士感到
意外的是，店员表示，该游乐场
实行的是会员制，不办卡不能进
去玩，不仅如此，游乐场内的卫
生与安全问题也让陈女士颇为担
忧。
玩一次也要办临时卡，最少
充值 100 元且余额不退
陈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她
刚到游乐场的柜台前，店员便向
她推销起会员卡来，“店员告诉
我，现在是国庆期间，游乐园推
出了优惠办卡活动，千万不要错
过。”陈女士表示，由于自己家
离市区比较远，平时很少有机会
能带孩子来这里玩，所以不想办
卡，只是想玩一次而已。“店员
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就告诉我，

就算玩一次，也要办临时卡，最
少也要充值 100 元，而且余额不
能退。在不办会员卡的情况下，
玩一次需要 60 元。”陈女士说，
“我看到这个游乐场里也就是一
些大型玩具，虽说不限时，但孩
子也玩不了多久，60 元的票价
有点高了。
”
眼见陈女士无法接受这一价
格 ，店 员 便 再 次 鼓 动 陈 女 士 办
卡。
“ 我算了下，如果充值 500 元
办会员卡的话，进去玩一次只要
25 元，充值 1000 元的话，每次只
需 20 元，可以说，充值越多越划
算。
”陈女士在现场问了几位陪同
孩子来玩的家长，他们均表示都
是办了会员卡的。
“ 当时，一位家
长跟我说，不办卡的话太贵了，
这
里虽说有临时卡，不强迫充值会
员卡，但会员价和普通价差的太
多了，来玩的家长都会选择办会
员卡。”陈女士告诉记者，之前自
己曾在我市某连锁美容美发店里

办了储值卡，后来商家说跑就跑
了，当时卡里还有不少钱，因此对
于储值卡一直耿耿于怀。在该游
乐场办卡的张先生告诉陈女士，
他办卡时就是简单的交钱办卡，
并没有任何协议，
对此，他也有些
不放心，所以一有空就带孩子来
玩，希望尽快把卡里的钱消费掉。
游乐场内孩子多，环境卫生
受质疑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儿童游
乐场。事先，记者在美团平台上
查看了这家游乐场的消费评价，
大多数消费者对其价格有异议，
其中一条来自某位消费者一年前
的评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该消
费者称，
该游乐场环境很好，
进入
前都要洗手消毒。然而，记者在
现场却看到，在游乐场的入口处，
并没有专门的店员为孩子洗手，
孩子们只需脱了鞋子便可直接进
入游乐场内玩耍。
一些接受采访的家长表示，
游乐场的卫生问题的确值得关
注。
“ 既然是室内游乐场，孩子们
在里面玩耍，卫生肯定是要注意
的，不过，孩子在进去玩之前，并
没有工作人员给他们洗手什么
的，我每次带孩子来游玩过后，
都
会带他先去洗手。”一位家长说，
“我觉得游乐场应该要格外注意
卫生，毕竟孩子年龄小，免疫力、
抵抗力不足，万一一同玩耍的孩
子有个别感冒的，很容易就会引
起传染。
”
另外，有个别家长对于游乐
场内的玩具卫生也提出了质疑。
“我看到一些孩子会把游乐场里
的塑料球扔到场地外去，工作人
员捡回来后直接就扔到场地内，
并没有进行擦拭，我看着都觉得
不卫生，
要知道，游乐场内甚至还
有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们还
习惯于把手指时不时放进嘴里
呢。
”

对此，记者电话联系了市卫
生监督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他表
示，目前尚没有针对儿童室内游
乐场的卫生标准，更没有关于游
乐场的消毒时间和消毒周期的硬
性要求。据介绍，卫生监督部门
执法依据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中并没有与室内儿童游乐
场相关的表述。针对室内儿童游
乐场这类公共场所的监管，一直
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现状，也
就意味着，室内儿童游乐设施的
消毒、清洗和卫生规范，一般都是
经营者“自己说了算”
。
孩子受伤家长负责？安全问
题引关注
记者在现场看到，游乐场内，
几十个小朋友正玩得不亦乐乎。
滑梯、海洋球、小汽车……游戏种
类繁多，
孩子的年龄也很不一样，
有的还没学会走路，有的窜上窜
下，很是熟练。
对于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工
作人员说，门票内并不含保险，
孩子的安全是由家长负责的，不
过，游乐场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巡场”，为孩子的安全提供保
障。“我们会在园内检查安全，
也会看着孩子，但不一定能第一
时间注意到。”一位店员说道。
不过，记者发现不少家长只是在
游乐场外看着，能陪伴在身边的
屈指可数。撒了欢的孩子，看上
去并不让人放心。一些接受采访
的家长说，之所以带孩子来玩，
也是想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如
果老跟在身边，势必达不到理想
的效果。
此时，一位家长正在游乐场
外的柜台前咨询，担心孩子年龄
太小不能玩，而店员则自信地告
诉这位市民，游乐场内玩耍的孩
子从四五个月到六七岁不等，不
用担心孩子太小不能玩。然而，
这一点恰恰是一些家长担心的地

方，不少家长反映称，
孩子们的年
龄跨度太大，有时“大孩子”
和“小
孩子”
间会发生冲突，
年龄小的孩
子就会吃亏，但目前该游乐园内
并没有更细化的年龄段与游玩区
域相匹配的划分。
那么，孩子一旦在游乐场内
受伤，游乐场需要负责任吗？记
者就此问题咨询了江苏万善律师
事务所的顾星迪律师，他告诉记
者，孩子在游乐场玩耍的过程
中，家长应尽到监护义务，但这
并不表示游乐场无需负责任。顾
星迪认为，一旦孩子发生意外，
游乐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民生热线：
86983119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重磅喜讯
丹阳三院成立“肺部疾
病诊疗中心”，自 2018 年 10
月起，每周二上午特邀上海
长征医院医学影像科、胸外
科及呼吸科多位知名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开
设专家门诊，提供一站式服
务。地址：门诊二楼肺部疾
病诊疗中心。咨询热线：
0511-86991666
广告

10 月 10 日晚，体彩大乐透迎来第 18119 期开奖，当期中出
5 注一等奖，其中 4 注是 838 万多元的基本头奖，1 注是 1341 万
多元的追加头奖。开奖后，体彩大乐透奖池滚存 64.81 亿元，提
醒广大购彩者不要错过本周六晚开奖的 18120 期。
前后区小号都热闹
体彩大乐透 18119 期全国销售 2.12 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
7665 万多元。当期前区开奖号码为“06、09、11、16、35”，后区
开奖号码为“02、05”。前区号码主要落在小号区域，
“0”字头开
出“06、09”，
“1”字头则开出“11、16”，
“2”字头号码集体缺席，
“3”字头号码则开出了最大号“35”，其中，
“35”是间隔 15 期才
开出的偏冷号码，其余 4 个前区号码间隔期数都在 7 期以内。
后区“02、05”是一偶一奇的小号组合，前者是间隔 3 期再度开
出，后者则是间隔 4 期再次亮相。目前，最冷的两个号码是前
区的“15、30”
，已分别间隔 18 期、19 期没有露面。
五注头奖分落四地
当期全国开出 5 注一等奖，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 838 万多
元，其中 1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多得奖金 503 万多元，追加投注
一等奖单注总奖金高达 1341 万多元。数据显示，追加头奖出
自四川泸州市，中奖彩票是一张 2 注号码单式票，追加投注共
投入 6 元，揽得 1341 万多元。福建 2 注基本头奖分落福州和厦
门，前者中奖票是一张 504 元“10+2”复式票，单票奖金 851 万
多元，后者中奖票是一张 10 元 5 注号码单式票，单票奖金 839
万多元。河南中出的头奖出自南阳，中奖彩票是一张 252 元
“9+2”复式票，单票奖金 848 万多元。内蒙锡林郭勒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 10 元 5 注号码单式票，
单票奖金 838 万多元。
连续六期头奖火爆
同期二等奖共中出了 56 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 15.76 万
元，其中 16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9.45 万元，追加
投注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了 25.22 万元。三等奖共中出
810 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 4221 元，其中 238 注是追加投注命
中，每注多得奖金 2532 元，追加投注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
6753 元。
据统计，自 18114 期起，体彩大乐透头奖
都比较火爆，6 期累计中出了一等奖 36 注，其
中 10 注是追加投注头奖。目前，体彩大乐透
奖池仍滚存 64.81 亿元，提醒广大购彩者不要
彩市动态
错过投注时机。

43 人合买体彩大乐透
喜中 862 万元大奖

9 月 29 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 18114 期为徐州市鼓楼区湖
畔花园小区的 03725 网点送上
了 一 注 头 奖 ，中 奖 者 并 非 一
人，而是一支多达 43 人的购彩
团队。9 月 30 日一早，团队召
集人、03725 网点业主小刘在
两位中奖者代表陪同下来到
江苏体彩兑奖大厅领奖。
小刘出示的中奖彩票是
一张“10+3”复式票，“这张
彩票是 43 人一起合买的，按
份额算的话有 54 份，28 块钱

就可以认购一份，最多的一
人 认 购 了 6 份 。” 小 刘 介 绍
说，他们这个团队合买大乐
透已经挺长一段时间了，他
自己是团队的“组织委员”，
主要任务是招募人员，团内
还有 4 位专职选号，研究投注
方案。
前不久， 他们刚刚因为
后区一号之差错过了一次大
乐透头奖，当时大家都觉得
特别遗憾，没想到隔了没多
久，就中到一等奖了。小刘

顶呱刮“锦鲤”现身

10 万大奖、
奔驰 smart 双双入囊中
这两天，支付宝“中国锦
鲤”信小呆迅速蹿红，她的中
奖礼单囊括吃穿用行，光看完
就需要至少 3 分钟，让无数人
羡慕万分。其实，在彩市，
“锦
鲤”天天有。盐城购彩者小崔
就是其中一位，在刮出体彩顶
呱刮“锦绣”10 万大奖后，他又
获赠了一辆奔驰 smart，同样是
好运爆棚。
国庆长假后，大多数人都
投入了忙碌的工作中，小崔的
前两天也很忙，不过，他是忙
着领奖。10 月 8 日，他到盐城
体彩中心领取了“锦绣”10 万

元奖金。10 月 9 日下午，他又
现身江苏体彩兑奖大厅，办理
奔驰 smart 领奖手续。
据了解，90 后小崔来自
盐城阜宁，作为顶呱刮铁杆
粉丝，每逢新票上市，他都
会刮上几包。这次看到“锦
绣”上市，还有送 smart 汽车
的活动，小崔自然不会错
过。国庆期间，小崔没有出
游，每天都会到 09414 网点刮
“锦绣”，4 日那天，他从一张
黄色的“锦绣”中刮出了 10
万元奖金，根据活动规则，
还可获赠一辆奔驰 smart。当

笑言，“合买的优势还是很明
显的，集众人之力买复式
票，中奖面肯定比自己单打
独斗大多了，对个人来说，
也没什么压力，比如这期一
个人最少也就 28 块，相当于
两碗面条的钱。
”
这张“10+3”复式票除
了中得 18114 期一等奖之外，
还中得了当期二等奖 2 注、三
等 奖 25 注 、 四 等 奖 150 注 、
五 等 奖 300 注 和 六 等 奖 226
注，总奖金合计 8627918 元。
也就是说，参与合买者最少
可分得 159776 元的奖金，而
认购了 6 份的那位幸运儿收获
的总奖金接近百万元。
时网点里的彩友都惊呼起
来，倒是小崔自己很淡定。
小崔笑言，“当时那么多人我
也不好炫耀的，买顶呱刮小
奖中得太多了，大奖也中
过，今年 4 月中过‘体彩顶呱
刮十周年庆’10 万元，这次
已经是梅开二度了。
”
玩“锦绣”，“单票中 10
万 送 奔 驰 smart、 中 500 送
500”的超值活动将于 10 月 14
日收官，感兴趣的您，快到
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吧。
丹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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