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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网上房查

从原厂高价药到印度仿制药最终选择国产仿制药
2

对不对口一查便知

每月药费从 万降到千余元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实习生杨雪婷
从吃进口抗癌药到国产抗癌药，6年来，武汉
白血病男子 1月吃药开销从 2万多降到 1000多。
10日，吃过国外原研药和印度仿制药的他告诉长
江日报记者，国产药副作用更小。据悉，像他这样
的患者八成以上在吃国产药。
舒先生今年 51岁，2012年查出患上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最初，他听说吃瑞士产的格列卫，1
个月要 23800元。深感经济压力大，他找到私人代
购印度产的药，1个月 1600元左右。为了向他证
明确实是印度来的药，对方每次还附上印度药店
的发票，还有发货当天印度的地方报纸。
舒先生告诉记者，他担心印度药来路不明。医
护人员都在为他想办法，市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程辉帮助他申请了一个中华慈善总会的扶助项

目。吃原版的格列卫，吃 3个月送 9个月，但得一
次性交清全款，要 7万多元。这样，2013年，他卖
掉自己的车，吃了一年的正版药。
2014年，国产的仿制药也上市了，成分一样，
和格列卫的通用名都是“甲磺酸伊马替尼”。舒先
生换吃国产药，1个月 4000多，1年下来 5万多。
确实能降不少，但还是感觉到压力不小，于是把位
于汉正街的住房租了出去，搬去和母亲住在一起。
用租金贴补吃药。
2015年，更多的国产仿制药出现了。舒先生
选定了一种国产“甲磺酸伊马替尼”，“除了偶然眩
晕，基本上没有副作用”。
最让舒先生高兴的是，2017年底，该药进了武
汉的医保，可以报销一半左右，加上药品自身不断降

价，现在一个月吃药开销只要 1400元左右。舒先生
现在继续工作。他向不少病友推荐国产药。
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红祥表示，现在八
成以上的患者都在吃国产药“甲磺酸伊马替尼”。
省药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常委刘锦业介绍，药
品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点，研发成功后，在专
利保护期内，价格高昂。一旦原研药专利到期后，各
国都会加快仿制药上市，价格就会下降。
据悉，我国加快了国内仿制药与国外原研药
一致性评价进程，通过一致性评价，意味着药效与
国外原研药达到一致性水平。
刘锦业介绍，国家药监局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药品，已经公布到第三批，将来会有更多国产药与
国外原研药疗效一致。

40种高价刚需药进入我市医保

2万多元的药降至 3000多元
长江日报讯（记者 刘 睿 彻 实习生 杨 雪 婷）9
日上午，记者到汉口大药房黄石路店，这里是我市
重症慢病医保定点药房。上午 11时左右，来拿药
的患者络绎不绝。据悉，40种高价刚需药已进入
了我市医保。
记者看到，不少患者或家属根据医生处方来
此开进口抗癌药，如格列卫、赫赛汀、安维汀等。

链接 >>>

药店工作人员介绍，医保有严格规定，开这类药，
患者须遵循三定原则，定点医院、责任医师、定点
药房，缺一不可。
工作人员表示，去年 9月，湖北把国家谈判降
价的 36个高价刚需药品种，再加上 4个替尼（埃克
替尼、吉非替尼、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均为治疗白血
病用药），列入我省医保的特殊药品范围，之后武汉

加快仿制药上市降关税进医保

记 者 梳 理 发 现 ，一 年 来 ，我 国 频 频 发 力 ，打 出
组合拳，让高价药降价。
去年 7 月，36 种药品 经 谈 判 成 功 正 式 纳 入 国
家医保目录。 36 种药品多为高价 刚 需 药 ，平 均 降
幅达到 44% ，最高的达到 70% 。
今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
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仿制药加速

网上房查让入学房产信息更真实

也开始执行，患者用药可享受一定的医保报销。
比如，伊马替尼进口药有格列卫，还有国产品
种，都能享受医保报销。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进口药
赫赛汀，过去一支价格约为 2.2万 -2.5万元，随
着国家谈判降价，一支降到 7600元，再加上医保
报销，武汉市职工医保的患者可报销一半左右，一
支就降到 3000多元。

进口抗癌药全部实行零关税

进入临床。 仿制药的价格往往只有国外原研药的

1/20 。
今年 5 月 1 日起， 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
药实现零关税。
国 家 医 保 局 近 日 称 ，对 于 目 录 内 的 抗 癌 药 ，
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 通过市场竞争实
现 价 格 下 降 。 医 保 目 录 外 的 抗 癌 药 ，将 开 展 准 入

长江日报讯（记者冷靖华）新生入
学房产信息查核“网上办”，让市民查
询更便利，房产信息更真实。7月 10
日，记者从新生入学房产信息查核“网
上办”工作座谈会上获悉，自我市 6月
1日推出新生入学可网上房查后，一
个月时间有两万余人次查询，受到学
校、家长的广泛欢迎。据了解，在武汉
市开展的“十佳满意单位”
“十差不满
意单位”评议活动中，个人房产信息查
询满意率达到了 95%。
6月中旬，市房管局联合武汉市
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武汉市教育
局、武汉市国土规划局（不动产登记
局）发出通知：市民子女入学可通过
网上或自助机进行个人房产信息查
询，查询结果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核时
可以作为证明材料提交教育部门，进
行再次核验。
记者从座谈会上了解到，推行一
个月以来，系统共提供子女入学查询
22118人次，平均日查询量为 737人
次，其中 6月 19日当天查询人次达到
4891人次的高峰。

谈判， 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
范围。
据了解，2017 年 我 国 居 民 个 人 支 出 占 卫 生 总
费用的比重 下 降 到 28.8% ， 较 新 一 轮 医 改 前 下 降
了 12 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临床常用、
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整理）

做过
3次手术子宫内膜癌女子当了妈妈
医生：从医 30年接诊数千例患者碰到唯一奇迹
长江日报记者武叶 通讯员杨丽丽

年轻女子查出子宫内膜癌，在医生的全力保障
下，不仅保留了生育功能，并于今年 6月 26日顺利
分娩一个 5斤多重的健康女婴，堪称“生命的奇迹”。
昨日，患者到中南医院妇瘤科复查，一切良好。

武汉小学副校长胡利萍介绍，每
年新生入学，房产信息核查工作量巨
大。往年，学生家长提供了购房合同
或房产证、户口簿等纸质资料后，学校
还得专门安排信息老师一个个核对；
凭经验对资料不统一或有疑问的情况
再单独进行核验，非常麻烦。今年，在
网上输入编号后，查询结果就直接出
来了。
“有房管局的平台来验真实性，最
放心不过了！”武昌区三角路小学招
生相关负责人陈建英说，以前招生审
核资料，基本都靠多年的招生经验，从
海量资料中“独具慧眼”地发现问题，
再由专人到市房管局柜面一一核验。

今年推行网上房查后，只要按照家长
提交资料上的编码，或者学生家长的
电话号码就能核验。
武昌珞珈山小学招生相关负责
人桂琼介绍，今年有一个学生提交的
房产证、户口簿、身份证资料，看起来
都是真实有效的，但通过网上房查，
她发现该学生个人信息不符的情况，
成功筛查出了一例提供假入学资料
的案例。

三种渠道让房查更便利

“当天申请房查，现场核验，真的
便利了很多！”武昌珞珈山小学招生相
关负责人桂琼介绍，她的很多学生家
长采用了微信查询。当场申请、注册查
询，输入个人信息后，很快就能看到房
产信息查询结果。学生家长将信息当
场截图给老师，而老师在平台输入学
生家长提供的查询编码后，就可立即
核验。
市房管局信息中心介绍，目前共
有三种渠道可进行入学房查，学生家
长可通过电脑登入市房管局官网，进
入“办事服务”栏目“在线申报和查询
系统”，点击“个人房产信息查询平台”
进行查询；也可以关注“武汉住保房
管”微信公众号，点击“办事大厅”栏
“个人房查”选项，进入查询界面，查询
用途选择“子女入学”即可查询；当然，
还可以在市房管局自助查询设备上进
行查询。
记者从武汉市房管局信息中心了
解到，如果查询人对查询结果有疑问，
则可在查询结果页上点击“我有疑问”
并提交，后台工作人员会在两个工作日
内予以回复，并通过短信方式告知登录
查看回复结果。如无疑问，则可直接下
载查询结果打印，还可通过“我的历史
房查记录”
“我的疑问申请记录”查看相
关记录情况。

关于 7·16渡江活动期间
严禁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
之间水域擅自游泳的通告
2018年 7月 15日 -7月 16
日，我市将举行 2018第 44届武汉
国际渡江节。为确保活动顺利进
行，保障渡江活动比赛水域安全、
有序、畅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活动期间（2018年 7月 15
日上午 8：00-10：30、7月 16日上
午 7：00-12：00）禁止在渡江活动
水域（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区
域）内擅自游泳，特别是个人组织
的横渡漂流活动。
武汉国际渡江节组委会特别

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 第 24条第 6款规
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
行为，公安机关将处以五天以上
十天以下拘留；对未经公安机关
批准私自组织者，公安机关将按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第 20条的规定，处以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特此通告
武汉 7·16渡江节组委会
2018年 7月 10日

婚后不久查出子宫内膜癌

杨女士 2013年年底结婚，婚后一年多迟迟怀不
上孩子。
2015年年初，杨女士因例假不规律到医院就诊，
做彩超发现子宫内长了“东西”，前后跑了近十家医
院，很多权威专家判断不一。2016年 3月，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专家周先荣认为是高分
化子宫内膜癌，这一判断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理
科主任杨桂芳一致。
治疗子宫内膜癌，常规方法是切除子宫，最大限
度避免癌症复发。然而对于迫切想要孩子的小两口
来说，这一结果实在是过于残忍。若要保留生育功
能，只切除癌症病灶，复发风险比较大。中南医院妇
瘤科主任蔡红兵介绍，首先从病情上看，患者属于非
常早期的癌症病变，医学上可以考虑保留生育功能；
其次，患者及家属有保生育功能的强烈愿望。
2016年 3月，蔡红兵为杨女士实施了第一次手
术，之后密切随访。到了 11月，杨女士复查发现肿瘤
复发，且比首次诊断时情况更加严重，需要做开腹手
术，扩大切除范围。11月 24日，蔡红兵历时 3个小时
的手术非常顺利，患者子宫最大限度得以保全。

关于 7·16渡江节期间
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

杨女士顺利娩下女婴，蔡红兵主任到病房看望

病灶部位进行活检，未见肿瘤复发迹象。至此，所有
人如释重负，有医生感慨地说：“ 这就是生命的奇
2017年杨女士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11月， 迹”。
与在美国学习的丈夫团聚的杨女士预约了一名医生
蔡红兵坦言，从业 30年接诊数千例子宫内膜癌
做检查，确认了怀孕的事实。听完她的治疗经历，美 患者，杨女士是唯一一个保留子宫后怀孕生娃的，这
国医生惊讶地说：
“你能怀孕太不可思议了”。
在国际上也极其少见。
2018年 6月 26日中午，孕 38周的杨女士在中
她介绍，子宫内膜癌在妇科恶性肿瘤中，仅次于
南医院顺利娩下一个 5斤多健康女婴。蔡红兵取原 宫颈癌，发病率排在第二位。理论上子宫内膜癌患者

盼望已久的小天使突然“报到”

武汉便民政务信息发布平台
注销公告 武汉飞利达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9142010068232057XH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 周建钢遗失■口区利北二村 68号 1号住房证，
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海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银行湖北
省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210004160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汉东方建国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武汉中
皓停车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发票联和抵扣联，发票代码：4200164160，NO：02509302，金
额 7232元，声明作废。
注销 武汉市诚胜翔农资有限公司（420117000015767）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日内办理手续，特此公告。

可以保留生育功能，但因为临床成功生伢的案例太
少，药怎么吃，剂量多少，什么时候停，都没有明确的
标准。加上患者癌细胞长在子宫腔，怀孕有很大风
险，孕期与宝宝胎盘等粘在一起，很难看到病灶进展
情况，极易延误治疗。即便顺利怀孕，瘢痕子宫也很
容易在孕期破裂，导致大出血。因此，不少患者早期
要求保留生育功能，一旦有复发迹象就会选择切除
子宫，鲜少有人能够坚持到最后，杨女士实属不易。

7月 16日，我市将举办 2018
第 44届武汉 7·16渡江节活动。为
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活动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
定，活动期间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
时交通管理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7月 15日 20：00-7月 16
日 12：00，临江大道 （彭刘杨西路
至中华路）、民主路（临江大道至解
放路）禁止机动车停放（持证车辆
除外）；7月 16日 6：00-12：00，临
江大道（彭刘杨西路至中华路）、民
主路（临江大道至解放路）禁止机
动车通行。7月 16日 6：00-12：00，
解放路（民主路至张之洞路）临时
允许双向通行。
二、7月 16日 7：00-14：00，沿
江大道（蔡锷路至黄浦大街）禁止
机动车停放（持证车辆除外）。
三、需通行上述路段的机动

车，可经彭刘杨西路、张之洞路、解
放路、中华路等相关道路绕行。
四、车辆驾驶人、骑车人和行
人应服从交通民警和现场管理人
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标志的指示通
行。
五、公交营运线路及停靠站点
的调整，按照《武汉市城市公共客运
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另行通告。
六、违反本通告的，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
据活动现场情况视情调整临时交
通管理时间、交通管理范围。请沿
线单位和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出行
安排，配合公安交通管理工作。
特此通告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18年 7月 10日

电话：85257938 85493613
装修工程招标公告

声明 我公司法定代表人于 2018年 7月 5日，经武昌
遗失声明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青山镇街办事处吴
区行政审批局审批，准予变更为侯勇，特此声明。
美玲遗失湖北省行政执法证一张，证件编号：Z010600506，
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办公场地装修，
武汉市沙湖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现声明作废。
建筑面积约
3500平方米，现对社会公开施工装修招标，有关
2018年 7月 10日
声明 刘■，身份证：420107198509162016，遗失武汉 内容公告如下：
遗失声明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富达标记笔厂遗失 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宜居 10-2-1401购房发
一、项目地址：古田四路江城壹号 10号楼。
CA钥匙，注册号 92420114MA4KP86H87，特此声明。
票，面积：86.82■，发票号：00322061，金额 34573.5元，特此
二、报名和单位要求：必须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
声明 因本人张春林不慎将母亲林翠在■口区夏家巷 声明。
遗失声明 武汉既到物流有限公司刘青遗失公章壹 无不良行为记录。
23号的房产证遗失，特此声明。
三、报名时间：截至 2018年 7月 12日。
声明 重庆百事达华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中信 枚，特此声明作废。
四、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地点
遗失声明 水厂路小学现遗失两张建筑服务业项目的
银行武汉分行开立账户预留的财务章遗失，作废，特此声
1、文件领取时间：2018年 7月 10日 -2018年 7月 12日
“湖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 100000元，发票号
明。
2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武汉市宝丰路 6号香溢酒店 5层
声明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爱贝尔新航城幼儿园遗失 63154069；一张金额为 48500元，发票号 63154070，开票单
联系电话：
027-83610537，联系人：石亚莉
位均为：湖北风顺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210059762801，声明作废。
招标单位：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