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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巯嘌呤片等
“
救命药”因成本高利润低停产，国外代购的药物无法证明其安全性

谁能帮 3 岁白血病患儿买到药？
晚报新闻热线 85608110 消息 （记者 吴云） 3 岁的儿
子患有白血病，每天都要服用巯嘌呤片，年初从上海医院带回
来的药已经快吃完了， 便宜又有效的国产巯嘌呤片却到处都
买不到，管明志最近一直寝食难安。 他听说，因为巯嘌呤片不
赚钱，厂家已经准备停产了。

国产药买不到，代购药不敢买
邳州市民管先生， 这两年一直为
孩子的白血病四处奔波。 儿子在 1 岁
10 个月的时候查出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在上海一家医院做了几次化疗，
今年年初出院，病情已经稳定，以后只
要两个月去做一次小化疗就行了。
出院的时候， 管先生买了一瓶国
产巯嘌呤片， 巯嘌呤片可以有效辅助
癌症的治疗，一瓶 100 粒，够孩子吃
四五个月的，加上以前积攒的药，可以
维持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然而在刚出院不久， 管先生就在
病友群里听说国产巯嘌呤片不好买
了，有可能要停产。他随即开始四处打
听，跑遍了全市大小的药店，结果都没
有这个药卖。 现在家里的药只够孩子
吃一个多月的了。
国产巯嘌呤片，60 多元一瓶，共
有 100 片，每片 50 毫克，由陕西兴邦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关于儿子“救
命药”的规格，管先生倒背如流，但就
是买不到药。

管先生听医生说过， 巯嘌呤片贯
穿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
整个治疗过程。 如果在维持期治疗内
停止服用这一药物， 将大大影响这些
患儿的长期生存效果， 因此心里非常
着急。
“我们在上海看病的那家医院是
有囤药的， 但他们只保证住院患者的
用药。 ”管先生在病友群里打听到，早
在 2015 年前后， 巯嘌呤片缺药问题
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 境外代购药物
成为不少白血病患儿家长的无奈之
举。代购药物分为进口和港版的，进口
价格是 1000 多元一瓶， 港版八九百
元一瓶。
然而代购药真伪难辨， 而且还存
在是否会给中国患儿带来身体不耐受
等问题，都让患儿家长担忧。
“
这是救命的药，是对白血病病人
来说最重要的药，为什么还会缺药？ ”
管先生一直很难相信， 他说很多患儿
家长和他一样，现在能做的就是等。

徐州市场早就买不到国产巯嘌呤片
记者在市区几家药房和医院打
听，均无国产巯嘌呤片出售。
徐医附院血液科李主任表示，徐州
市场这两年都买不到国产巯嘌呤片，他
们医院也买不到，更没有囤药。 国产巯
嘌呤片主要用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患儿维持阶段的治疗，俗称“小化
疗”，除了诱导缓解期和巩固治疗期，更
是对维持期的治疗起关键作用。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
时间，约为 2 年到 2 年半，其中维持治
疗期大约有 1 年多时间，如果在维持期
治疗内停止服用这一药物，将大大影响
这些患儿的长期生存效果。 ”李主任表

示，维持期治疗的目的，旨在经过诱导
缓解期和巩固治疗期的强烈化疗后，对
体内残留的少量白血病细胞进一步彻
底杀灭。 此外，巯嘌呤片对其他儿童血
液系统疾病如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
增生症，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如今没
有这种药， 就只能用输液方式来替代，
给家长增加了一定的负担和麻烦。
李主任分析， 国产巯嘌呤片停产
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药价太便宜， 有家
长说涨点价也能接受， 然而涨价也不
是容易的事情。他同时建议，代购的药
物无法证明其安全性， 最好不要给患
儿服用。

何时重新面市尚无确切消息
不止是巯嘌呤片， 近些年来不少
廉价药品已经退出市场。 关于国产巯
嘌呤片的短缺，不少媒体都有报道，厂
家停产的原因多数与药价、 原料药供
应有关。国内多家药企公开表示，目前
确实停掉了巯嘌呤片的生产线， 有些
甚至已经停了两年多时间。 浙江浙北
药业的一名工作人员称， 前段时间因
产品设备升级减产了一段时间， 导致
巯嘌呤片减产。 目前有关部门已要求
恢复生产，预计证书批下来，就可以恢
复生产了。“但作为企业，我们是需要
按照市场规律来生存的， 现在也确实

会面临‘
救命药’成本高利润低这样的
问题，如果单纯依靠行政要求，可能时
间久了还是会出现停产的情况。 ”
陕西省食药监局 11 月 13 日也表
示，目前陕西兴邦药业有限公司巯嘌呤
原料药在 GMP 认证过程中遇到技术
问题，需要向国家食药监局审批并经过
技术专家论证， 一旦国家审批通过，陕
西省食药监局将积极协调相关工作。
国产巯嘌呤片什么时候能够重新
面市，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谁能帮助
管先生买到国产巯嘌呤片， 请拨打
85608110 与记者联系。

国产巯嘌呤片停产，谁能帮 3 岁
白血病患儿买到药？

慢性肾衰竭引起尿毒症 理赔遭拒
保险公司：保险协议中约定，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重大疾病是由于慢性病、既往症引
起，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法院：赔付诉求不予支持
本报讯 （记者 李梦琪） 王先生
所在公司为所有职工购买了重疾团体
疾病保险。 去年， 王先生被查出尿毒
症，并做了肾移植手术。 王先生认为，
根据保险合同可以得到 30 万元赔付，
却被保险公司拒绝。 无奈，王先生只好
诉诸法院。
刚过 40 岁的王先生是某电力公
司职员。 2015 年 8 月 28 日，该公司为
包括王先生在内的全部职工投保了短
期重疾团体疾病保险， 保险期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并约定了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
发生合同约定的疾病， 保险公司赔付
被保险人保险金 30 万元。
2016 年 6 月， 王先生被确诊为

尿毒症。 两个月后，王先生到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并实施了肾移
植手术。
王先生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保险
公司应当赔付保险金 30 万元。 手术恢
复后，同年 10 月，王先生向保险公司
提供了相关病例资料进行索赔， 但保
险公司拒绝理赔。
庭审中，保险公司表示，王先生所
在公司为包括王先生在内的全部在岗
职工投保了综合保障计划团体险。 保
险协议中约定了， 在保险期间内发生
的重大疾病是由于慢性病、 既往症引
起，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而根据王先生提交的病历资料可
知，王先生曾被诊断为慢性肾炎。 王先

生于 2015 年 1 月因通风、尿酸偏高住
院，医生会诊是肾有毛病，其后原告断
断续续进行治疗。 2015 年 12 月 15
日，王先生又被诊断为慢性肾衰竭、慢
性肾病等。 2016 年 6 月，王先生因尿
毒症住院并开始透析治疗， 慢性肾炎
在投保之前已经确诊， 尿毒症与慢性
肾炎直接相关， 依据医护专家门诊费
用团体医疗保险的规定， 先后赔偿原
告医疗费用合计 997.61 元。 其后，王
先生病情恶化， 被诊断为肾病末期尿
毒症。 由于王先生所患重疾是慢性病
引起的， 保险公司才会作出了拒绝赔
付 30 万元保险金的决定，并赔偿其医
疗费 2247.08 元。
保险公司代理表示，根据约定，投

鼓楼花园社区开始免费安装“
车卫士”
本报讯 (记者 周桓星 通讯员
曹诚) 近日， 鼓楼花园社区联合牌楼
派出所为小区居民免费安装车卫士追
踪芯片，深受小区居民欢迎。
“车卫士”项目，通过物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技术， 通过在个人电动车
上安装防盗电子芯片， 追踪车辆运
行轨迹并结合公安的天网摄像监
控。 车辆丢失后系统会跟踪芯片位
置，全程进行可视化处理，帮助用户

尽快找到盗窃人以及丢失车辆，相
当于为车辆安装了一把平安锁，而
且芯片无需充电保用三年。 已安装
防盗芯片的车辆， 如果被盗无法找
回，车主最高获得保险公司 1200 元
的赔偿。 目前，我市居民可凭身份证
到派出所指定地点进行车辆登记和
免费车卫士芯片安装。
为了方便居民安装车卫士芯片，
社区先与牌楼派出所沟通，让居民不

铜建社区党员学习新党章
本报讯 （记者 吴云） 连日来，鼓
楼区铜沛街道办事处铜建社区掀起了
学习新党章的热潮，社区党委组织党员
们认真学习新的党章，并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行了详细解读。铜建社区居委会
主任薛梅说，新的党章在原有基础上做

了修改，使党章内容更加充实，作为老
党员要认真学习新党章，按照新党章的
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发挥老党员的作
用。 下一步，社区还将利用各种丰富多
彩的宣讲形式，让每一个辖区居民都能
学习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出小区就可免费安装车卫士芯片。 11
月 18 日下午， 鼓楼花园西门南侧就
围了不少居民， 他们推着电动车，前
来增设电动车车卫士芯片。 截至目
前，鼓楼花园已经为小区内 200 多辆
电动车安装了车卫士芯片，目前安装
还在进行中。
随着市区“车卫士”项目基站已基
本安装完成， 预计年底将启动县区的
基站覆盖。

保前已患疾病导致的医疗费用、 住院
津贴，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每人每年
最高赔付限额合计为 2000 元。
近日， 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 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保险合
同， 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
效，应受法律保护。 双方应按保险合同
及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理赔。
王先生的尿毒症是由慢 性 肾 衰
竭引起的，因此该病不属于保险责任
范围。 故王先生要求保险公司向其赔
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诉求，法院不予
支持。
而关于王先生主张的保 险 公 司
没有就免责条款履行说明义务的问
题。 法院认为，涉案保险曾对外公开

招标，招标文件中明确了既往症及慢
性疾病患者的保险责任特别约定条
款，且保险公司中标后在与投保人签
订保险合同时，沿用了招标文件中关
于既往症及慢性疾病患者的保险责
任特别约定条款。 投保人对于免责
条款是明知的，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
产生效力。 同时根据保险最大诚信
原则，投保人有义务查明被保险人的
真实情况并告知保险人，投保人未履
行其义务产生的责任不应由被告承
担。 故法院对原告王先生的主张不
予采信。
最终， 鼓楼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原
告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驾驶证被注销一年多仍开车上路
被扣留并罚 1000 元；交警提醒：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就应申请换证
本报讯 （记者 黄亚 通讯员 云
交轩） 因为驾驶证的有效期都很长，
所以部分车主会忘记换驾驶证。 司机
郑某在驾驶证注销的状态下还“任
性”开车上路行驶，不料被云龙交警
大队民警查获， 等待他的将是 1000
元罚单以及 15 日以下拘留。
当天上午，云龙交警大队八中队
民警在迎宾大道与欣欣路交叉口执
勤时，一辆车牌号为皖 L2D×××的
白色面包车行驶轨迹异常，民警遂示
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民警让驾驶员出示驾驶证、行驶
证，驾驶员眼光躲闪，显得很慌张，迟
迟拿不出来驾驶证，民警多次询问是
否有驾驶证，驾驶员一直都不回答。
为核实情况，民警通过系统查询
发现驾驶员郑某的驾驶证正处于注
销可恢复期间。 经过再次询问，驾驶
员郑某承认，自己是因为工作一直没

有去更换新的驾驶证，前几天打开驾
驶证才发现早已超过有效期一年多，
想着等休息的时候去更换新证。 但是
为了工作， 郑某便抱着侥幸心理，依
旧每天驾车带着工友上下班，没想到
被交警逮个正着。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
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非营运汽车的，罚款 1000 元，可
以并处 15 日以下拘留。
当日， 民警依法扣留了该面包
车，并开出了 1000 元罚单，希望驾驶
员尽快到云龙大队作进一步处理。
民警提醒：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
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
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
申请换证。 而机动车驾驶证在有效期
满一年后会被注销，被注销后再次申
领驾驶证只需通过科目一考试就可
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