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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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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号

147154

151826

151827

152004

145697

145698

151458

150668

151387

146811

药品名称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

甲磺酸奥希替尼片

尼洛替尼胶囊

尼洛替尼胶囊

培唑帕尼片

瑞戈非尼片

伊布替尼胶囊

培门冬酶注射液

剂型

注射液

普通片

普通片

薄膜衣片

胶囊剂

胶囊剂

薄膜衣片

薄膜衣片

胶囊剂

注射液(肌注)

规格

20ml:0.1g

30mg

40mg

80mg

150mg

200mg

200mg

40mg

140mg

5ml：3750IU

包装

1瓶/瓶

7片/盒

7片/盒

30片/盒

120粒/盒

120粒/盒

30片/瓶

28片/盒

90粒/盒

1瓶/瓶

海南已挂网交易的抗癌药品价格调整表
平台现挂网价（元）

4215.1

1805.65

2250.49

52800

27597

35010

13503

10080

48600

4435.65

拟变更挂网价

挂网价格调整为1295

挂网价格调整为1123.5

挂网价格调整为1400

挂网价格调整为15300

挂网价格调整为9120

挂网价格调整为11364

挂网价格调整为4800

挂网价格调整为5488

挂网价格调整为17010

挂网价格调整为2980

变更依据（医保支付标准）

1295元（100mg(20ml)/瓶）

200元（40mg/片);160.5元（30mg/片）

200元（40mg/片);160.5元（30mg/片）

510元（80mg/片);300元（40mg/片）

94.7元（200mg/粒);76元（150mg/粒)

94.7元（200mg/粒);76元（150mg/粒)

272元（400mg/片);160元（200mg/片)

196元（40mg/片）

189元（140mg/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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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MerckKGaA
申报企业：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BoehringerIngelheimPharmaGmbH&Co.KG
申报企业：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BoehringerIngelheimPharmaGmbH&Co.KG
申报企业：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申报企业：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瑞士诺华制药有限公司NovartisPharmaSteinAG
申报企业：上药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瑞士诺华制药有限公司NovartisPharmaSteinAG
申报企业：上药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GlaxoOperationsUKLtd(tradingasGlaxoWellcomeOperations)
申报企业：上药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BayerPharmaAG
申报企业：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CatalentCTSLLC
申报企业：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企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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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0月30日讯（记者 蒙健）
10月30日，家住海口市白龙北路的黄先生

拨打南国都市报热线反映称，3个月前他父

亲在白龙北路一家便利店内购买的5升装

玉米油由金黄色变成了褐红色，他质疑玉米

油存在质量问题。对此，销售该玉米油的便

利店老板称，他们所销售的该款玉米油均有

厂家相关资质证明和检验报告，玉米油变色

的情况可能是顾客贮存不当所导致的。

据黄先生介绍，三个月前，他父亲在海

口市白龙北路的合兴旺便利店内，以75元

的价格购买了一瓶 5升装的万年兴玉米

油。一开始玉米油还是金黄色的，可最近父

亲发现，用了一半的玉米油变成了褐红色，

如同加到汽车里面的燃油似的，打开后还有

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霉变一样。

随后，黄先生将剩余的玉米油带到海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希望能进行检验，但由

于玉米油已经开封无法进行检验。

记者看到，黄先生手中的这款5升装玉

米油还剩余一半，颜色与其他普通的玉米油

颜色不太一样，显褐红色，同时打开后闻不到

玉米油的香味，而是一股有点剌鼻的怪味。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了销售该款玉米油

的便利店，据该便利店郭老板介绍，由于提供

不了小票，因此店方也无法确定黄先生的油

是否从他们店里购买的。

“食药监部门也对店里的油进行了检

查，并查看了索证索票等材料，检验合格报

告等。”郭老板告诉记者，食用油易受环境影

响，所以不排除贮存不当导致油发生质变。

针对黄先生反映的情况，美兰区白沙食

药监所执法人员也到现场检查，对该未油品

的生产厂家资质、检验报告进行了查看。由

于顾客购买油的时间较久，执法人员无法进

行抽检取证。“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店家能提

供出相应的证照和检验合格报告。”执法人

员说，但在检查时，他们发现该便利店的台

账不全，已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玉米油使用3个月后变红
市民：怀疑质量问题 商家：可能贮存不当

南国都市报 10 月 30 日讯（记者 王
洪旭）30 日，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发布通知，我省将落实国家医疗保

障局 17 种谈判抗癌药品挂网采购，并

公布了价格调整药品名单和尚未挂网药

品名单。据悉，这是我省分两批次对

602 个品种的药品价格进行调整后，再

一次下调一批抗癌药价格，并纳入医保

报销目录。

其中，海南已经挂网交易的抗癌药品

共有8种（10个品规），将按照国家谈判抗

癌药品价格进行调整。用于治疗非小细胞

性肺癌的靶向药——甲磺酸奥希替尼片降

价幅度最大，平台现挂网价为52800元/

盒，挂网价格将调整为15300/盒，价格下

降37500元，降幅达71%。

对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阿扎

胞苷、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伊沙佐米等9

种抗癌药品，目前属于尚未在我省药品交

易系统挂网的品种。该通知要求，相关药

品企业可在今年11月9日前将申请挂网材

料递交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申请药品挂网交易。

“甲磺酸奥希替尼片原来的价格要5万

多，降价以后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海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吴军说，甲磺

酸奥希替尼片是用于治疗EGFR T790M

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性

肺癌（NSCLC）成人患者的治疗，由于肺癌

患者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几率高，

患者会对治疗药物产生耐药性，价格昂贵

的甲磺酸奥希替尼片是患者活下去的希

望，甲磺酸奥希替尼片大幅度降价将有效

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据悉，本次降价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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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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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17种抗癌药将降价并纳入医保
有的药品一盒降价3万多元

南国都市报10月29日讯（记者黄婷）
每个人都可以做公益吗？普通百姓参与公

益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近日，一份以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下称“阿里正能量”）公益

项目为案例的研究报告发布，系统梳理了

“阿里正能量”项目的理念、功能及运作模

式，探讨了“常人生活”的公益范式。

这份全称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倡导机制

研究——以“阿里正能量”公益项目为例》的

报告，采用了拓展个案法进行研究，研究由

《公益时报》社牵头自2017年启动。研究报

告分析认为，“阿里正能量”项目借助宣传与

倡导，将一件件凡人善举的影响力拓展至整

个社会，从而引起全社会的认可与支持，是

一种由点到面、由个体到社会、由微观到宏

观的，能够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

有效社会倡导与动员机制。

“天天正能量”于2013年启动，是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全国100多家主流媒体共

同发起的大型网络公益项目，以“传播正

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致力于打造

社会正能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项目面

向全社会寻找、奖励平凡人的善行义举，

形成了“奖励正能量”与“孵化创新公益

活动”双线并行的成熟公益模式，并通过

报纸、电视、广播以及微博、微信等各种

新媒体媒介，进行立体化、裂变式的传播

扩散，从而实现唤醒和改变世道人心，引

导社会向善向上的目的。

本报作为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合作

媒体，曾共同奖励过70多名正能量人物，鼓

励和引导社会向善向上；同时，本报还参与

到阿里天天正能量发起的多项公益活动中，

唤醒普通百姓的公益意识，激发社会正能

量，例如本报参与组织的“为爱跑起来”活

动，为数百名留守儿童送去了温暖。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天天正能量”已

成为国内知名领先的公益开放平台，官方

微博粉丝224多万。截至 2018年 10月，

项目已发起每周正能量常规评选 260 多

期、特别策划奖励600多次，直接奖励人

数超过5000人，其中产生十多位“感动中

国”人物；发起各类创新公益活动300多

次，直接参与人数近百万人，获得社会广

泛关注和好评。

本报联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搭建平台

探讨“常人生活”公益范式

海口年内将举办
13场大型展会

南国都市报10月30日讯（记
者 王子遥）11月至12月，海口将

举办 13 场大型展会，共涉及旅

游、文化、休闲体育、餐饮等多个

领域，这是记者从30日举行的海

口市会展局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这些大型展会分别为：中国汽

车流通行业年会暨博览会、第四届

海南旅游美食博览会、中华文促会

古玩城联盟、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海南特色美食文化节、海南世界休

闲旅游博览会、海南国际房车（汽

车）露营休闲旅游博览会等。

我省中部生态绿心
将严控工业发展

南国都市报10月30日讯（记
者王子遥）已经过水利部专家评审

通过的《海南水网建设规划》，将

立足海南岛水系源短流急、天然存

蓄能力弱的实际，将全省作为一个

整体统筹考虑，构建从水源到“田

间”、“水龙头”的工程网体系。这

是记者从30日召开的《海南水网

建设规划》解读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水网建设规

划》结合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中部生态绿心重点是构建中部水塔

安全屏障体系，将强化“两江一

河”源头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严

格控制工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