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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加强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方
面，《规划》提出，持续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加强对
防控所需药品医疗器械应急研发、
检验检测、体系核查、审评审批、监
测评价等工作的统一指挥与协调，
完善协助药品医疗器械紧急研发攻
关机制，对防控所需疫苗、治疗药
物、医疗器械设立专门绿色通道，随
报随审。

同时，《规划》以专栏形式提出
药品安全风险排查行动计划、国家
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药品安全
治理多部门协同政策工具箱、加快
审评审批体系建设、完善国家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检验检测能力
提升工程、推进监管科学重点实验
室建设、专业素质提升工程、智慧监
管工程、应急能力提升项目10个重
点建设项目。

其中，针对药品安全风险，《规
划》提出，国家药品抽检每年遴选
130至150个品种，在完成检验任务

基础上，对重点品种开展有针对性
的探索性研究。地方药品抽检每年
完成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国家
基本药物制剂品种、通过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的生产环
节全覆盖抽检，加大对医保目录产
品、进口化学药品、儿童用药、中药
饮片等品种的抽检力度。每年对疫
苗、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
巡查检查。

针对化妆品安全风险，《规划》
提出，国家化妆品监督抽检每年的
抽样数量达到注册备案总量的
1%—2%（1.6万—3.2万批次），对祛
斑美白、儿童化妆品等高风险品种
持续开展风险监测（每年监测不少
于2000批次）。省级药品监管部门
每年对辖区儿童化妆品生产企业、
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监督检
查全覆盖。

据人民网

“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印发
加快有临床价值创新药上市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日前，国家药监局等8部门联合印
发《“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明确了我国“十四五”期间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思想，提出五个“坚持”总体原则和主要发展目标，并制定
出10个方面主要任务，以保障“十四五”期间药品安全，促进药品
高质量发展，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保护和促进
公众健康。

《规划》明确，“十四五”期末，药品监管能力整体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药品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药品质量和安
全更加满意、更加放心。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批准一批
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加快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上市；疫苗监管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评估；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迈出新步伐；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较大进
展；全生命周期药物警戒体系初步建成。

根据《规划》，“十三五”时期，公众用药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现有药品1.8万个品种、15.5万个批准文号；医疗器械一类备案凭
证 12.4 万张，二、三类注册证 12.1 万张；基本满足临床使用需
求。强化了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常态短
缺药品储备。国产疫苗约占全国实际接种量的95%以上，能够依
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免疫规划疫苗。

根据“十四五”发展目标，《规划》提出了实施药品安全全过
程监管、支持产业升级发展、完善药品安全治理体系、持续深化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严格疫苗监管、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加
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智慧监管体
系和能力建设、加强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10方面主要任务。

其中，实施药品安全全过程监
管方面，《规划》提出，对疫苗、血液
制品重点生产企业开展检查和巡
查，持续开展境外检查。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抽检计划，重点
加强对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品

种、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品种、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
械、儿童化妆品的检查和抽检。完
善网络销售监管制度，研究适应新
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监管
新机制。

支持产业升级发展方面，《规
划》提出，编制2025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鼓励新药境内外
同步研发申报。鼓励具有临床价
值的新药和临床急需仿制药研发
上市，对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创新
药，防治艾滋病、恶性肿瘤、重大传

染病、罕见病等疾病的临床急需药
品以及儿童用药，符合条件的予以
优先审评审批。加大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治疗药物研发的指导，及
时跟进创新研发进展，对符合标准
要求的药物第一时间纳入应急审
批通道。

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方
面，《规划》提出，持续推进化学药品
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稳
步推进化学药品仿制药注射剂一致

性评价。健全一致性评价政策和技
术标准，更新完善参比制剂目录，推
动仿制药质量提升。持续跟踪监督
通过一致性评价后的仿制药质量。

严格疫苗监管方面，《规划》
提出，完善多联多价疫苗评价技
术体系，鼓励发展多联多价疫
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国家

监管体系评估。督促企业落实疫
苗质量主体责任，鼓励疫苗生产
企业积极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疫苗
预认证。

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
《规划》提出，探索将具有独特炮制
方法的中药饮片纳入中药品种保护
范围。建立国家级中药民族药数字
化基础数据库，建立完善已上市中

成药品种档案。加强对医疗机构制
剂的规范管理，发挥医疗机构中药
制剂传承创新发展“孵化器”作用，
鼓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向中药新药
转化。

本报讯（李青 殷亚俊 肖云）常
州二院胸心外科、ECMO（体外膜肺氧
合）团队、麻醉及手术室等多学科共同
完成了在ECMO支持下的气管内肿
瘤切除术。据悉，该手术在常州地区
尚属首例。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未出
现吻合口裂开、狭窄等并发症，目前已
经康复出院。

40岁的龚某近一个月来经常胸
闷气喘、咳嗽咳痰，到市二院进行了胸
部CT和气管三维重建检查。结果发
现，龚某的气管下段右侧壁有一个乒
乓球大小的不规则肿物，而且有一部
分挤入气管管腔内，导致气管局部明
显狭窄。收治入院后，龚某胸闷气急
的症状愈发严重。

市二院城中院区胸心外科主任吴
奇勇介绍：“常规一般会采用全麻下纤
维支气管夹取肿物，但是这个患者肿

物的位置处于主气管下段、气管隆突
上方，并且占据了大部分气管腔，插管
很难通过位置这么深、这么狭窄的病
变气道，而且不能彻底切除肿物，复发
率也高；如果采用手术方式，为确保术
中呼吸功能的维持，需要术中与麻醉
医师台上台下紧密配合，随时变换气
管插管位置，有时为保证呼吸循环稳
定，甚至需要在体外循环（CPB）下完
成操作，因此既要保证患者有足够的
氧合，又要为术者提供充分的操作空
间，还要顾及术后气管吻合口裂开等
可能存在的高风险，都是摆在面前的
一个个大问题。”

吴奇勇带领团队深入分析了病
情，并邀请麻醉科、ECMO团队、重症
医学科、呼吸科等相关科室进行多学
科会诊。在排除手术禁忌后，团队讨
论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决定在

ECMO支持下行气管肿瘤切除气管
重建术。

吴奇勇解释：“ECMO适用于常
规心肺支持手段难于维持的严重呼吸
衰竭、心力衰竭、心跳呼吸骤停、高危
心血管介入及外科手术围术期患者的
生命支持，可以部分或完全替代患者
心肺功能。气管肿瘤切除、气道重建
及成形手术作为肺外科领域的高精尖
手术，采用ECMO技术，就是在患者
体外建立一个‘呼吸循环’，改善患者
在手术过程中的氧合状态。这样即使
患者在术中出现气管插管不能提供满
意氧供，ECMO也能保障患者生命安
全和手术的顺利进行。”

手术当天，市二院麻醉科副主任
恽惠方团队为龚某进行全身麻醉后，
由无痛内镜中心副主任邵栋等组成的
ECMO 团队立即进行 VV-ECMO

（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连接。随
后，在胸心外科首席专家王勇的指导
下，吴奇勇带领团队行手术操作，完整
切除了肿瘤位置的长度近4厘米的病
变气管，并成功完成主气管端吻合，术
中快速病理示切缘阴性，即已将肿瘤
完整地进行切除。手术历时4小时，
过程非常顺利。

ECMO技术的成功运用代表了
一个医院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近年
来，常州二院运用该技术成功救治了
多例急性心梗患者、呼吸衰竭患者等
疑难危重病例。此次胸心外科成功开
展ECMO支持下的气管肿瘤切除手
术，标志着该院气管肿瘤外科治疗水
平再次得到提升，多学科合作运行发
展更加紧密，也为颈胸段气管相关病
变患者、特别是恶性肿瘤患者创造了
进一步治疗的机会。

全市首例——

常州二院完成ECMO支持下气管肿瘤切除术

对疫苗、血液制品重点生产企业开展检查

持续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鼓励发展多联多价疫苗

推动仿制药质量提升

鼓励中药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

创新药优先审批

本报讯（李青 杜蘅） 11岁的小
玲（化名）体型异于同龄女孩，而且早
早就来了月经。正是因为月经不正
常，小玲妈妈带她到市肿瘤（第四人
民）医院妇科就诊，意外发现她体内藏
有肿块，最后在市肿瘤医院妇科接受
了微创手术治疗，所切除的肿块居然
重达7斤。

2021年12月底，小玲发现自己的
“大姨妈”来了迟迟不走，就告诉了妈
妈。妈妈想着小玲平时月经还算规
律，突然有异常就很着急，连忙带着她
上医院找专家看看。谁知，在检查过
程中，医生发现小玲盆腔内有一个囊
性包块，直径将近20厘米，连忙将其收
住入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女儿比较胖，特别是腹部，我一
直以为是她贪嘴吃导致胃大的缘故。”
小玲的妈妈得知自己女儿肚子里有肿
块后，十分后悔没有早点发现异常。
原来，小玲从小就比同龄孩子要“大一
阔”，特别是肚子圆滚滚的，她一直以
为是小玲胃口好的缘故，想着等她长
大要漂亮的时候自己会控制饮食，到
时候自然就瘦了，所以也没太在意。

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市肿瘤医
院妇科团队为小玲进行了经脐单孔腹
腔镜下左侧卵巢肿瘤剥除术。“考虑到

小玲还小，我们团队多次讨论后决定
采用微创手术，从她的肚脐进行切口，
伤口愈合后不容易看出来。”手术主刀
医师程晓伟介绍说。

为了保留小玲卵巢功能，医生在
手术过程中没有简单地将肿瘤与卵巢
一起切除，而是分了三步走，先用穿刺
针将囊性肿瘤里的液体抽吸干净，抽
出淡黄色清亮液体将近4500ml；随后
钝性剥离肿瘤与卵巢；最后将肿瘤从2
厘米的大小的切口取出送检。最终病
理报告显示，小玲体内重达7斤的肿瘤
是囊性畸胎瘤，是最常见的一种畸胎
瘤，属于良性病变。但是这样的畸胎
瘤在儿童中还是比较罕见的，很可能
与寄生胎相关。

据悉，此次是市肿瘤医院妇科首
次采用经脐单孔腹腔镜下为11岁的女
孩进行手术，由于整个手术操作过程
都是通过脐部一个小孔进行的，腹腔
镜和各种器械几乎是平行进入腹腔，
与常规腹腔镜手术相比，不利于器官
的牵拉暴露，对于手术者来说缺乏满
意的“立体感和空间感”，难度系数比
较大，但是有单一小切口，患者创伤
小、痛苦轻、能早期下床活动、早日康
复，而且脐部切口疤痕不明显，能实现
微创与美容相结合等优点。

较为罕见，很可能与寄生胎相关

以为是贪吃导致胃大，月经不正常去医院检查才发现——

11岁女孩肚内藏7斤畸胎瘤

本报讯（赵霅煜 刘华联）“谢谢
卢主任手术团队，体重下来后，人明显
感觉轻松了，血糖也降下来了，睡眠呼
吸暂停也明显改善了。”90后的张先生
陆续被查出患有高血压、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及肝功能异常、2型糖尿病等
多种代谢紊乱问题，这都是肥胖惹的

“祸”，现在终于成功减重90斤。
张先生5年来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与肥胖抗争，得知常州一院开展减重
手术，便想一试。结合张先生之前的
减肥和就诊经历，一院胃肠外科主任
卢麒丞建议开展减重手术治疗。

卢麒丞介绍，最常见的减重手术
为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原理是把胃
切除70%左右，通过减少胃容量，降低
刺激产生饥饿感的荷尔蒙分泌，让肥
胖情况得到明显改善。“术后最初进食
少量多餐，随着时间延长，就会逐渐适
应了。手术不改变消化流程，也不干
扰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此外还能解
决肥胖带来的其他问题，如刺激胰岛
素释放，恢复胰岛素敏感性，降低餐后
高血糖水平，对2型糖尿病也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

张先生接受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
术。手术仅耗时1.5小时，只在肚子上
留下了4个0.5厘米的小切口。

在医护人员的科学指导下，张先

生主动控制饮食，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身体情况慢慢恢复。“我现
在逐步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从
110kg降到65kg，同事和家人都说我
更加精神了。”张先生说，“血糖逐渐恢
复正常，晚上睡觉也踏实多了。”

“最近几年，胃肠外科做了数十例
患者，手术效果都不错。有个患者当
时将近150kg，（手术）两年后体重恢
复到75kg不到，现在身材很好，而且
饮食也恢复得很好，血压和血糖都正
常了。”卢麒丞说。

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居民超重、
肥胖率已超过50%，带来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等代谢并发症和呼吸系统
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甚至肿瘤。因此，
减重不只是为了外观，更是为了健康。

卢麒丞提醒，并非想减肥的朋友
都可以来做减重手术，与其它外科手
术相比，袖状胃切除手术虽然是个相
对简单的腹腔镜手术，无需开腹就能
让患者快速达到目标体重，但是减重
手术有严格的手术指征。“有些年轻同
志，有爱美的情绪和愿望，体重虽是超
重，但没有到达肥胖做手术减重的条
件，我们建议可以在医学指导下减肥，
先通过健康生活的改变，包括运动、饮
食等进行控制，不能盲目开展手术。”

三个月甩掉90斤

本报讯（陈荣春 杨小霞 马旻琪）
家里刚上幼儿园的大宝晨晨和只有6
个月的小宝玥玥先后开始感冒发烧，
家长连夜赶到市儿童医院就诊。虽是
晚上，但是医院里仍有很多发烧、咳嗽
的孩子在候诊。经过检查，急诊科医
生诊断两个孩子都患上病毒性感冒，
给予退烧、抗病毒等治疗。

近日，寒流来袭，气温下降，感冒、
咳嗽、发烧的孩子明显增多，还有的孩
子患上呕吐、腹泻等，市儿童医院门诊
流量从平时的每天2000多号增加到
2700多号。

陡然增加的门诊量不仅给医院的
诊疗秩序带来压力，也给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挑战。为了应对就诊高峰，让
患病儿童少等待，早诊疗、快康复，也
为了保障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患病儿童
的安全，儿童医院科学部署，多措并举

“治疗”就诊高峰难题。
其一，开设互联网医院，实现网上

看病开药。去年，医院开设互联网医
院，患者在家就可以和医生互动，看病
和咨询。经过线上诊疗，医生网上开
出药物，医院通过快递的形式，第一时
间把药物配送到家。

其二，优化流程，缩短门诊病人在
院等候时间。医院通过大数据统计过
闸机的人流量，在人流高峰时段启动
应急预案，增开预检分诊、挂号收费、
检验检查、发药咨询等窗口，在避免人
员聚集的同时，缩短病人各个环节的
等候时间。

其三，增加医疗力量，保障患者安
全。根据儿童就诊特点，医务人员弹性
排班，在高峰时间段抽调全院医务人员，
增加门诊坐诊力量和急诊抢救力量，达
到儿内科日间专家门诊6-8个，普通门
诊4-6个，急诊1-2个，共15个左右诊
室共同诊疗的状态。为满足儿童夜间就
诊需求，医院在急诊24小时开放的基础
上，长期开设夜间儿内科专家门诊和夜
间儿内科普通门诊。冬季就诊高峰以
来，医院抽调高年资医师助力夜间门诊，
达到夜间约8个诊室开诊的状态。

其四，优化空间，合理调配资源。
为满足儿童就诊需求，医院根据疾病
谱来划分诊区，调整诊室，给予高峰时
段的儿内科疾病孩子更大的空间，并
且在诊区实行签到管理，根据孩子预
约和到院的时间，合理调整就诊顺序，
保障孩子们有序看病。

市儿童医院多措并举破解“高峰”难题
冬季儿童发热咳嗽增多

□本报通讯员 卫健宣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常州市儿
童医院门诊党支部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见实效”和“深入践行两在两同”建新功行
动主题紧密结合，牢牢依托结对共建优
势，紧密贴合福利院儿童身心特点，针对
性地开展多项“点对点”医疗服务，解决福
利院的急难事、麻烦事、烦心事，在发挥支
部作用的同时，真真正正地把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
为了能更全面地了解全院儿童的身体

状况，方便院区达到主动管理，以健康治未
病的目的，门诊党支部定期前往福利院开
展健康检查。在基础体检项目不变的前提
下，增加一些与福利院儿童身心密切的体
检项目，抽调的体检人员各尽其责，分工明
确，用鼓励、表扬等多种方式协同营造轻松
的检查氛围，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又充满温
馨，顺利完成福利院儿童的体检任务。

门诊党支部以福利院儿童多元服
务需求为导向，全面打造集常规病种、
心理康复、检验影像等多科室为一体、
互相支撑、资源互补、联合诊疗的专业

化医疗义诊志愿服务体系，做到“定期
义诊”“有诊立应”“送诊上门”，努力呵
护福利院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门诊
党支部与福利院充分沟通、详细谋划，在保
证防控到位的情况下，挑选专职检验人员上
门为福利院儿童进行日常核酸采样。截至
去年底，门诊党支部共上门采样核酸4000
人次，为福利院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人力
支援和技术保障，受到福利院职工的称赞。

今后，门诊党支部将“乘胜追击”，继
续发扬本支部特色，做到“啃硬骨，打硬
仗”不断加深与福利院的结对共建关系，
让儿童健康感、幸福度可持续、有保障。

——常州市儿童医院门诊党支部助力福利院儿童健康保障

“点点”共建显真情 贴心服务亮“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