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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多莫德说明书重新修订
■
健
康
速
递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发布了《总局关于
修订匹多莫德制剂说明书的公告》，公告中称，为进一步保障公
众用药安全，决定对包括匹多莫德片、匹多莫德散、匹多莫德分
散片、匹多莫德口服溶液、匹多莫德胶囊、匹多莫德颗粒在内的
匹多莫德制剂说明书进行修订。

达成战略合作 津市布局健康产业发展格局

近日，北京医药行业协会、湖南
省医药行业协会与津市签订战略合
作。津市为湖南省省辖市，由常德市
代管。2017年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
市。津市市委书记傅勇出席了签约
仪式并表示，津市生物医药产业近
年来集聚发展，目前正处于本市生
物医药产业向百亿产业迈进的关
键时期，为加速产业靠大联强，此次
签订生物医药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适应证变窄了 最长使用时间被限定

根据国家食药总局提供
的修订信息，修订后的匹多莫
德制剂适应证只用于慢性或
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和尿
路感染的辅助治疗，而修订前
的说明书适应证为“适用于
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上
下呼吸道反复感染（咽炎、气
管炎、支气管炎等）；耳鼻喉科
反复感染（鼻炎、扁桃体炎、鼻
窦炎、中耳炎）；泌尿系统感
染；妇科感染；并可用于预防
急性感染，缩短病程，减少疾
病的严重程度；可作为急性感
染期的辅助用药。”修订后的
适应证范围不仅变窄了，而且
强调了该药物“辅助治疗”的
作用，实际上是强调了这一药
物不再是首选的治疗选择，
降低了其治疗地位。
■事件回顾

此外，修订版说明书还
增加了“最长使用时间不超
过60天”的限定。在不良反
应项目中，还将原来的“应
用过匹多莫德口服液的患
者未有任何不良反应报道”
替换成了具体的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最为值得关注的是，鉴
于目前没有该药物3岁以下
儿童的临床实用数据，修订
版说明书中还增加了限定人
群，规定匹多莫德“3岁以下
儿童禁用”。
总局要求，所有匹多莫
德制剂生产企业，要按照说
明书模板提出修订说明书的
补充申请，于2018年4月30日
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备案，并在补充申请备案后6

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
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此
外，总局还提出，匹多莫德制
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
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
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
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
指导医师合理用药。临床医
师也应当仔细阅读匹多莫德
制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
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
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
风险分析。
据总局数据库显示，目
前匹多莫德制剂在国内的生
产企业主要包括海辰药业、
仙琚制药、江苏吴中医药集
团、北京朗依制药、天津金世
制药、太阳石（唐山）药业、内
蒙古双奇药业共7家企业。

“三八”节聚焦女性慢性肾脏疾病

药师质疑匹多莫德被滥用

根据媒体报道，匹多莫
德是一种免疫调节剂，1993
年在意大利首次上市，2015
年12月获准进入我国，由于
适应证广泛，匹多莫德制剂
一度在儿科临床备受青睐，
甚至有儿科“神药”之称，主
要被应用于学龄前儿童。
鉴于不断有家长咨询这
一药物，协和医学院药学硕
士冀连梅从去年12月开始关
注到该药物，发现该药物在
临床上被滥用，并就其所标
注的适应证范围和对儿童的
广泛适用性提出质疑。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冀连梅提到，

匹多莫德制剂的适应证范围
从上下呼吸道感染、耳鼻喉
感染到泌尿感染、妇科感染，
如同“万金油”，这在临床上
并不科学。此外，有儿科医生
指出，作为匹多莫德的适用
人群之一，学龄前儿童的免
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不应
轻易被判定为免疫力低下，
用药应当慎重。匹多莫德作
为一种免疫增强剂，对于幼
儿是否见效，也没有明确的
数据支持。
而根据新华社报道，意大
利儿科医生表示，匹多莫德制
剂在意大利及欧洲都是3岁以

为促成北京、湖南生物医药产业与
津市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更佳选择，
为加快津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打下
了扎实基础，全市各部分将抢抓机
遇，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营造优
质、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按照协
议约定，下一步三方将成立项目协
调小组，建立工作联系制度，今后
陆续会有更多医药、大健康企业来
津市投资兴业，实现合作共赢。

上儿童使用，该药物是否可以
在6个月至3岁儿童中使用，还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
冀连梅也指出，多个数
据库及文献检索结果显示，
匹多莫德的临床疗效和安全
性均不明确，她呼吁，应停止
儿科对该药物的滥用。
据国内医疗行业统计机
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
匹多莫德在国内等级医院销
售额达到了35亿，零售药店
销售额4.27亿。如果加上非等
级医院，匹多莫德的全年销
售额超过40亿。
北京晨报记者 孔瑶瑶

时值第 13个“世界肾脏日”，由
北京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中国医
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疾病专业委员
会、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中心共同
主办的“关爱肾脏病，关爱女性健
康”主题活动举办。与会专家表示，
慢性肾脏疾病影响全球约 1.95亿
女性，是妊娠期妇女的重要危险因

素，随着肾功能减退，肾性贫血发生
率升高并加重。专家呼吁，应全力推
动对于女性肾脏病高危人群的早期
识别和干预，同时，全球首个用于
治疗肾性贫血的口服低氧诱导因
子稳定剂罗沙司他将为女性慢性
肾病患者带来创新性疗法。3月 8
日起，将在全国启动“世界肾脏日”
和“肾脏科普下基层”宣传活动。

肯德基携手唱吧打造音乐快闪餐厅

3月 3日，肯德基携手唱吧联 文案创意，与消费场景中的人、事、
手打造的音乐情感限定快闪餐厅 物发生互动。与此同时，3月 10
于北京正式亮相。双方此次合作以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吃唱过嘴瘾，
场景化消费体验为依托，整合双方 音乐吐槽大会”在北京肯德基太阳
在用餐体验和音乐互动领域的资 宫音乐情感限定快闪餐厅即时上
源优势，将时下年轻人关注的与生 演，让消费者在充分体验环境升级
活、职场有关的情感话题以音乐互 与服务创新的同时，充分感受到
动的方式延展到限定快闪餐厅当 “美食 +音乐”的双重感官社交互
中，让消费者通过音乐通过轻松的 动生活新体验。
迪巧提醒家长重视春季儿童成长黄金期

春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血液
循环加快，呼吸消化功能加强，生
长激素分泌增多，为正处于生长发
育期的儿童创造了“黄金条件”。因
此，抓住“好春光”，给孩子进行科
学的身高管理十分重要。迪巧儿童
维 D钙提醒广大家长：钙是骨骼发

育所必须的基础营养，足量的钙质
可以帮助骨骼成长，促进身高发
育。而在钙的吸收过程中，维生素
D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家长
可给孩子适当补充含钙量丰富，且
添加了维生素 D的钙剂，迪巧儿童
维 D钙咀嚼片可满足家长需求。

《柳叶刀》：晚期肝癌一线治疗新药仑伐替尼将为中国患者带来新选择
近期，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
叶刀》（Lancet）主刊发表了一项
重磅III期临床研究， 显示肝癌治
疗分子靶向新药仑 伐 替 尼 在 无
进展生存期、至疾病进展时间、客
观缓解率、 疾病控制率方面均优
于索拉非尼， 有望成为一线治疗
晚期肝癌的新标准。 这一研究成
果对肝癌的临床意义巨大， 作为
肿瘤治疗最前沿 的 分 子 靶 向 药
物， 仑伐替尼将成为我国晚期肝
癌患者全新的治疗选择， 为我国
中晚期肝癌患者 带 来 更 多 生 存
希望。

肝癌人数全球居首
目前患者治疗仍面临挑战

我国肝癌发病率、死亡率均
居世界首位，目前原发性肝癌是
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占肿
瘤致死原因的第3位。肝癌已成
为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病
症之一。近八成以上的中国肝癌
患者均拥有乙肝病史，其中多数
属不可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

秦叔逵教授在 CSCO 大会上公布中国亚组数据。

患者，因此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
成为肝癌治疗领域关注的焦点。
在肝癌治疗领域，分子靶向
治疗屈指可数。十年前分子靶向
药物索拉非尼问世，成为全球首
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批准用于晚
期肝癌一线治疗的分子靶向药
物。然而专家表示，面临严峻挑战
的我国晚期肝癌患者，仍在等待

更适用于他们的药物治疗。
对中国患者的意义

治疗可使肝癌至疾病进展的时间
由3.7个月延长至7.3个月，使肝癌
病灶缩小或消失的概率由12.4%
提高到40.6%，使疾病控制率由
58.4%提高到73.8%。
2017年 CSCO大 会 上 ，
REFLECT研究中国主要研究者
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的秦叔逵教
授公布了中国亚组数据。该研究
纳入了我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
区共288例患者，能充分反映仑
伐替尼更适用于中国肝癌患者
的疗效。研究显示中国肝癌患者
接受仑伐替尼治疗后，总生存时
间延长了50%，合并乙肝感染的
患者采用仑伐替尼治疗优势更
明显。
仑伐替尼即将成为
晚期癌症患者全新选择

此次柳叶刀上公布了在全球
据悉，去年12月紧贴CFDA
20个国家的154所研究中心进行 “新政”利好，仑伐替尼已经获得
的仑伐替尼临床研究结果。第三 了优先审评审批的资格。作为十
方独立评审委员会影像学评估数 年来首个研发成功的肝癌一线靶
据显示，对比索拉非尼，仑伐替尼 向药物，仑伐替尼尤其适用于中

国肝癌患者。这让我们更加期待
仑伐替尼早日上市，为我国晚期
肝癌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
卫材药业将肿瘤视为公司的
一个关键治疗领域，努力研发癌
症的革命性新药。同时，公司致力
于开发仑伐替尼的潜在临床效
益，继续为满足癌症患者、患者
家属及医疗从业者的多样化需
求贡献力量，并为他们带来更多
的福祉。
《柳叶刀》是国际权威医学期
刊，被誉为“照亮医界的明窗”。由
汤 姆 · 魏 克 莱 （Thomas
Wakley）于1823年创刊，爱思唯
尔（Elsevier）出版公司出版的杂
志。其名以外科手术刀“柳叶刀”
（Lancet）的名称进行命名，同时
“Lancet”在英文翻译中也是“尖
顶穹窗”的意思，借此寓意该期刊
立志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to
let inlight）。期刊登载有原创
性的研究文章、评论文章（“小组
讨论”及“评论”）、社论、书评、短
篇研究文章等。
（孙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