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
这药是抗癌核心药 儿童患者最需要

阿糖胞苷是一种化疗药物，
主要用于治疗恶性血液病，特别
是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1959年，这种药物由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研制出
来。它最初由 Upjohn 公司以

“赛德萨”（Cytosar-U）的商品名
出售，该公司后来被辉瑞公司合
并，所以目前生产原研阿糖胞苷
的企业只有辉瑞。

辉瑞公司的阿糖胞苷价格
一直不高，现在几乎是最便宜的
化疗药物，仿制的阿糖胞苷更为

低廉。白血病患儿父亲刘先生
说，0.1g规格的进口阿糖胞苷在
药品采购平台上的价格是30多
元，他们在医院拿药也只有 40
多元，相对白血病化疗用的其他
药物，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了，但
也是核心药。

在白血病方面，儿童患者最
需要这种药，因为儿童主要是靠
化疗实现治愈。成都军区总医
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刘
芳说，在白血病的治疗中，阿糖
胞苷的位置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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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
测定，1月12日12时32分在新疆喀什
地区疏附县（北纬39.57度，东经75.59
度）发生 5.1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千
米。地震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地震
应急响应，并派遣工作人员组成工作
组赶往震中。截至13时50分，尚未接
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随后12时33分，新疆喀什地区疏
附县（北纬39.47度，东经75.62度）再
次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

传辉瑞因工厂检修“断供”

白血病儿急盼“救命药”

11日晚，江苏淮安市金湖县人民
政府针对该县发生的口服过期脊灰疫
苗事件进行回应，目前已经处理17人。

2019年1月7日，江苏金湖县黎城
卫生院发生了一起口服过期疫苗事件。
通过对接种儿童家长的逐一电话排查、
上门巡查，截至9日下午4点，确定全县
145名儿童接种了过期脊灰疫苗。

家长提供的疫苗接种记录显示，
2018年12月18日接种的脊灰疫苗，批
号为201612158，到2018年12月11日
就已过期。

事件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成立
应急指挥部，统筹协调事件处置工作。
目前已成立多个调查组对全县各预防
接种点开展拉网式、全方位检查。

与此同时，当地纪委监委决定同
步展开调查，启动问责程序。目前，
已对金湖县副县长高昌萍政务立案；
对县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陈化，县
卫计委党委副书记邱永馥，县卫计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杨志立案审查；对
黎城卫生院院长汪泓等 17人分别予
以立案调查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
处分。下一步，将根据后续调查情
况，对其他涉及人员依法依纪追究责
任，绝不姑息。

据央视

过期疫苗事件
江苏金湖县
已有17人被处理

据新华社电记者从山东省东营市
获悉，12日上午，一艘韩国籍液化气船
在山东省东营港附近海域发生液化气
泄漏。

1月12日10时30分，韩国籍液化
气船“五号汽船”在东营港附近海域发
生液化气泄漏。东营市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组织相关部门及专业力量积极应
对处置，并对周边环境实时监测。

韩国籍液化气船
发生液化气泄漏

据新华社电当地时间12日上午，
法国巴黎市内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法
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12日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上午发生在巴黎市
内的爆炸事件已导致2名消防员死亡。

卡斯塔内披露，初步统计显示，这
起爆炸还造成近50人受伤。

记者在现场看到，警方已封锁了
爆炸现场，30多辆消防车已在开展灭
火施救工作，事发街道还在飘出浓烟，
空气中仍可闻到烧焦味道。

巴黎检察官雷米·海茨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爆炸很可能是天然气泄漏所
致，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确认事件原因。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官员告诉
新华社记者，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
伤亡的报告，使馆将密切跟踪事件进展。

巴黎发生爆炸事件
致两人死亡

新疆疏附县
发生5.1级地震

刘先生和一些病友最近焦虑不安，他们的孩子患上
白血病，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一种进
口的白血病化疗核心药物阿糖胞苷却传出断供的消息。
供货方国际药业巨头辉瑞公司说工厂检修，不能确定何
时恢复正常，但目前仍在保持市场供应。还有很多人猜
测断供别有原因。

虽然有仿制的阿糖胞苷作为替代，但在疗效方面和
辉瑞的原研药存在一些差距。刘先生说，“很多人砸锅卖
铁，就是想让孩子多得到5%的疗效，现在断供，我们无
法接受。”

刘先生给记者发来一份“阿
糖胞苷断货情况说明”：“2018年
12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
童医学中心的白血病家属在看
医生门诊时，被医生告知（进口）
阿糖胞苷目前厂家不供货，本医
院库存最多可维持到 2019年 1
月底，到时断货将出现很多患儿
无药可用。”

刘芳则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就通过社交网络说：“髓系白
血病的必须药物阿糖胞苷断药，
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病了。”

刘先生说，苏州儿童医院
在去年 12 月 27 日就开始用仿
制阿糖胞苷了：“我们要求用进
口的，医院说没货，苏州这边都
是这样。”

在“阿糖对策交流”微信群
中，有病友称北方一些地方从去

年 12月就开始用仿制药了，成
都也有辉瑞的阿糖胞苷断货的
消息。

西安的一位药剂师 4日告
诉记者：“我们在今天也收到了
通知，阿糖胞苷仅提供1月最后
一次供货，12日配送后我们这也
将面临断货。目前库存量仅满
足不到3个月的使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近
日则发出《关于做好阿糖胞苷注
射剂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表
示辉瑞公司生产的血液肿瘤治
疗用药阿糖胞苷注射用无菌粉
末（商品名“赛德萨”）因意大利
的生产厂家停工检修等原因，预
计2019年1-6月将会出现全球
范围内供货紧张。通知要求做
好短缺直报和替代药品采购，保
证现有供货不中断。

困境
阿糖胞苷断药 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病了

正常情况下，儿童白血病的
治疗大概需要两年半的时间，大
小 24个疗程，几乎全都要用到
阿糖胞苷。

虽然有仿制的阿糖胞苷可
供替代，但两者的疗效存在一定
差距。此前浙江有媒体报道说，

“医生明确告知，原本现在用的
（进口阿糖胞苷）治愈率是85%
左右，中途换用仿制阿糖胞苷治
愈率是70%。”

一些患儿家长向记者反映，
孩子使用仿制阿糖胞苷的副作
用比较大，头晕、呕吐、发烧的频
率都高了。

另外仿制药对细胞控制的
也不如进口药。正常人白细胞
是4-10（10^9L），白血病治疗过
程中，白细胞控制在3以下比较
好，用进口阿糖胞苷 1周左右，

可以控制在 1-2。现在有人用
过仿制药，白细胞指标达到 6。
另外，有些患儿用了仿制阿糖
胞苷，出现血小板指数降低的
情况。

由于治疗周期长，阿糖胞苷
的用量是比较可观的。病友们
担心，每次哪怕只有5-6%的差
距，累积起来也不可忽视。而且
主要是孩子需要这种药，所以疗
效哪怕有些微差距，家长们也希
望能用最好的药。

刘先生说，苏州儿童医院遇
到进口阿糖胞苷断供问题后，医
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把少量库
存的进口药留在腰穿时使用，静
脉注射等阶段用仿制药替代。
因为医生知道疗效有差别，尽力
想保证把最好的药放在最关键
的时候用。

现状
仿制药疗效有差距 家长不敢冒险

猜测
是太便宜不愿生产 还是设备出了问题

断供的消息出来后，一则
辉瑞公司在2018年12月14日
发给医院的说明函出现在网络
上。信中说，“为了更好地保障
高质量药品的持续供应，辉瑞
决定对意大利赛德萨（即阿糖
胞苷）生产工厂的生产线设备
进行停产检修，由于检修与保
养比预计的耗时更长，由此对
赛德萨的供货造成影响，导致
市场上暂时出现赛德萨供货不
足的情况。”

辉瑞公司的公关经理胡
女士告诉记者，辉瑞是委托意
大利阿特维斯公司生产阿糖胞
苷，检修是突发性问题，目前不
了解具体原因，也不确定需要
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不确定，让外界对
阿糖胞苷断供的原因有了一
些猜测。

刘先生认为，正常情况下，
辉瑞这样的国际大型制药厂不
会因为设备检修影响到供货，

应该事先做好计划，所以他对
辉瑞的解释有怀疑。

有人私底下认为，这个药
本来就便宜，而且辉瑞的很多
药最近都被强制降价，包括阿
糖胞苷，导致利润率下降，所以
可能不愿生产这种廉价药物。

还有消息说，这个药已
经被辉瑞卖给了其他公司，
但仍使用辉瑞的配方和技
术，不过可能影响到药物的
生产和供应。

但这些猜测都未得到证
实。

胡女士则向记者强调，辉
瑞目前没有停止供货，包括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和苏州儿童医
院等地方，并且正在和医院协
调，保障患者用药。她同时表
示，尽管暂时无法提供恢复生
产的确切时间，但据了解检修
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辉瑞绝对
不会因为利润的原因而进行停
产涨价。”

新情况
有些地方已缓解 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作为应对，上海市医药集
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在3日
发出2019年1号通知，对阿糖
胞苷注射剂等临床紧缺药品进
行挂网采购，入围的是一种仿
制阿糖胞苷。4天后的 1月 7
日，一位上海患儿家长表示：

“医生说叫我们不要管了，药的
事情已经解决了。”

在北京医药阳光采购管
理平台上，可以看到10多家医
院都采购有进口阿糖胞苷，仿
制药有4家医院采购。

但苏州缺药状况并没改
变。

刘先生了解到的情况仍
然是采购不到进口阿糖胞苷。

与此同时，广东、四川等地
的医务人员也向记者给出了同
样的反馈。

西安那位药剂师9日告诉
记者：“药品刚到就被总院调拨
走了一大部分，库存仅够目前
在院收治病人的用药。”

他还透露了一个令人忧
心的消息：有人可能利用这
次机会囤积居奇，等待全国
性断供、医院库存耗尽后，再
高价出货。

辉瑞公关经理胡女士 10
日则告诉记者：“目前我们仍
在保持赛德萨的市场供应。
我们高度重视此事，正在积极
与意大利工厂沟通协调，争取
尽快恢复赛德萨生产。我们
也正在和相关医院协调有关
保障患者用药的方案。具体
各地阿糖胞苷供应情况请向
有关主管部门了解。”

刘先生的孩子现在还剩下
7个疗程。“我们已经治疗了一
年零一个月，磕磕碰碰走过来，
还需要一年半就能停药了。”他
说他们家前后差不多花了60万
元，“很多老百姓都是倾家荡产
地去给孩子治疗，现在中途换
药，心理上接受不了。”

据《扬子晚报》

期盼阿糖胞苷恢复正常供货的白血病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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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官员告诉
新华社记者，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
伤亡的报告，使馆将密切跟踪事件进展。

巴黎发生爆炸事件
致两人死亡

新疆疏附县
发生5.1级地震

刘先生和一些病友最近焦虑不安，他们的孩子患上
白血病，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一种进
口的白血病化疗核心药物阿糖胞苷却传出断供的消息。
供货方国际药业巨头辉瑞公司说工厂检修，不能确定何
时恢复正常，但目前仍在保持市场供应。还有很多人猜
测断供别有原因。

虽然有仿制的阿糖胞苷作为替代，但在疗效方面和
辉瑞的原研药存在一些差距。刘先生说，“很多人砸锅卖
铁，就是想让孩子多得到5%的疗效，现在断供，我们无
法接受。”

刘先生给记者发来一份“阿
糖胞苷断货情况说明”：“2018年
12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
童医学中心的白血病家属在看
医生门诊时，被医生告知（进口）
阿糖胞苷目前厂家不供货，本医
院库存最多可维持到 2019年 1
月底，到时断货将出现很多患儿
无药可用。”

刘芳则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就通过社交网络说：“髓系白
血病的必须药物阿糖胞苷断药，
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病了。”

刘先生说，苏州儿童医院
在去年 12 月 27 日就开始用仿
制阿糖胞苷了：“我们要求用进
口的，医院说没货，苏州这边都
是这样。”

在“阿糖对策交流”微信群
中，有病友称北方一些地方从去

年 12月就开始用仿制药了，成
都也有辉瑞的阿糖胞苷断货的
消息。

西安的一位药剂师 4日告
诉记者：“我们在今天也收到了
通知，阿糖胞苷仅提供1月最后
一次供货，12日配送后我们这也
将面临断货。目前库存量仅满
足不到3个月的使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近
日则发出《关于做好阿糖胞苷注
射剂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表
示辉瑞公司生产的血液肿瘤治
疗用药阿糖胞苷注射用无菌粉
末（商品名“赛德萨”）因意大利
的生产厂家停工检修等原因，预
计2019年1-6月将会出现全球
范围内供货紧张。通知要求做
好短缺直报和替代药品采购，保
证现有供货不中断。

困境
阿糖胞苷断药 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病了

正常情况下，儿童白血病的
治疗大概需要两年半的时间，大
小 24个疗程，几乎全都要用到
阿糖胞苷。

虽然有仿制的阿糖胞苷可
供替代，但两者的疗效存在一定
差距。此前浙江有媒体报道说，

“医生明确告知，原本现在用的
（进口阿糖胞苷）治愈率是85%
左右，中途换用仿制阿糖胞苷治
愈率是70%。”

一些患儿家长向记者反映，
孩子使用仿制阿糖胞苷的副作
用比较大，头晕、呕吐、发烧的频
率都高了。

另外仿制药对细胞控制的
也不如进口药。正常人白细胞
是4-10（10^9L），白血病治疗过
程中，白细胞控制在3以下比较
好，用进口阿糖胞苷 1周左右，

可以控制在 1-2。现在有人用
过仿制药，白细胞指标达到 6。
另外，有些患儿用了仿制阿糖
胞苷，出现血小板指数降低的
情况。

由于治疗周期长，阿糖胞苷
的用量是比较可观的。病友们
担心，每次哪怕只有5-6%的差
距，累积起来也不可忽视。而且
主要是孩子需要这种药，所以疗
效哪怕有些微差距，家长们也希
望能用最好的药。

刘先生说，苏州儿童医院遇
到进口阿糖胞苷断供问题后，医
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把少量库
存的进口药留在腰穿时使用，静
脉注射等阶段用仿制药替代。
因为医生知道疗效有差别，尽力
想保证把最好的药放在最关键
的时候用。

现状
仿制药疗效有差距 家长不敢冒险

猜测
是太便宜不愿生产 还是设备出了问题

断供的消息出来后，一则
辉瑞公司在2018年12月14日
发给医院的说明函出现在网络
上。信中说，“为了更好地保障
高质量药品的持续供应，辉瑞
决定对意大利赛德萨（即阿糖
胞苷）生产工厂的生产线设备
进行停产检修，由于检修与保
养比预计的耗时更长，由此对
赛德萨的供货造成影响，导致
市场上暂时出现赛德萨供货不
足的情况。”

辉瑞公司的公关经理胡
女士告诉记者，辉瑞是委托意
大利阿特维斯公司生产阿糖胞
苷，检修是突发性问题，目前不
了解具体原因，也不确定需要
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不确定，让外界对
阿糖胞苷断供的原因有了一
些猜测。

刘先生认为，正常情况下，
辉瑞这样的国际大型制药厂不
会因为设备检修影响到供货，

应该事先做好计划，所以他对
辉瑞的解释有怀疑。

有人私底下认为，这个药
本来就便宜，而且辉瑞的很多
药最近都被强制降价，包括阿
糖胞苷，导致利润率下降，所以
可能不愿生产这种廉价药物。

还有消息说，这个药已
经被辉瑞卖给了其他公司，
但仍使用辉瑞的配方和技
术，不过可能影响到药物的
生产和供应。

但这些猜测都未得到证
实。

胡女士则向记者强调，辉
瑞目前没有停止供货，包括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和苏州儿童医
院等地方，并且正在和医院协
调，保障患者用药。她同时表
示，尽管暂时无法提供恢复生
产的确切时间，但据了解检修
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辉瑞绝对
不会因为利润的原因而进行停
产涨价。”

新情况
有些地方已缓解 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作为应对，上海市医药集
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在3日
发出2019年1号通知，对阿糖
胞苷注射剂等临床紧缺药品进
行挂网采购，入围的是一种仿
制阿糖胞苷。4天后的 1月 7
日，一位上海患儿家长表示：

“医生说叫我们不要管了，药的
事情已经解决了。”

在北京医药阳光采购管
理平台上，可以看到10多家医
院都采购有进口阿糖胞苷，仿
制药有4家医院采购。

但苏州缺药状况并没改
变。

刘先生了解到的情况仍
然是采购不到进口阿糖胞苷。

与此同时，广东、四川等地
的医务人员也向记者给出了同
样的反馈。

西安那位药剂师9日告诉
记者：“药品刚到就被总院调拨
走了一大部分，库存仅够目前
在院收治病人的用药。”

他还透露了一个令人忧
心的消息：有人可能利用这
次机会囤积居奇，等待全国
性断供、医院库存耗尽后，再
高价出货。

辉瑞公关经理胡女士 10
日则告诉记者：“目前我们仍
在保持赛德萨的市场供应。
我们高度重视此事，正在积极
与意大利工厂沟通协调，争取
尽快恢复赛德萨生产。我们
也正在和相关医院协调有关
保障患者用药的方案。具体
各地阿糖胞苷供应情况请向
有关主管部门了解。”

刘先生的孩子现在还剩下
7个疗程。“我们已经治疗了一
年零一个月，磕磕碰碰走过来，
还需要一年半就能停药了。”他
说他们家前后差不多花了60万
元，“很多老百姓都是倾家荡产
地去给孩子治疗，现在中途换
药，心理上接受不了。”

据《扬子晚报》

期盼阿糖胞苷恢复正常供货的白血病小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