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海南省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个人版）》、

《海南省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条款（团体版）》特种药品

及适应疾病清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现对我公司《海南省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条款（个人

版）》和《海南省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条款（团体版）》

所附特种药品及适应疾病清单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清单如

下：

21 种国内特药及适用疾病清单

商品名 通用名 药企 适应疾病

爱必妥 西妥昔单抗 默克 头颈癌

兆珂 达雷妥尤单抗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多发性骨髓瘤

安森珂 阿帕他胺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前列腺癌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百济神州 淋巴瘤

安加维 地舒单抗 百济神州 骨巨细胞瘤

百悦泽 泽布替尼 百济神州 淋巴瘤

可瑞达 帕博利珠单抗 默沙东 黑色素瘤、肺癌、食管癌

克艾力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

型）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治疗联合化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以及复发

的乳腺癌。

则乐 尼拉帕利 再鼎医药 卵巢癌

爱博新 哌柏西利 辉瑞 乳腺癌

多泽润 达可替尼 辉瑞 肺癌

乐卫玛 仑伐替尼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肝癌

海乐卫 艾立布林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乳腺癌

英飞凡 度伐利尤单抗 阿斯利康 肺癌



艾瑞卡 卡瑞利珠单抗 恒瑞医药 淋巴瘤、肝癌、肺癌、食管癌

赫赛莱 恩美曲妥珠单抗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乳腺癌

泰圣奇 阿替利珠单抗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肺癌

泰菲乐 达拉非尼 诺华肿瘤制药 黑色素瘤

迈吉宁 曲美替尼 诺华肿瘤制药 黑色素瘤

唯铭赞 依洛硫酸酯酶α
百傲万里（上海）生物医药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
IVA 型黏多糖贮积症

科望 沙丙蝶呤
百傲万里（上海）生物医药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
高苯丙氨酸血症（HPA）

49 种国外特药及适用疾病清单
商品名 通用名 适用疾病

盐酸丙卡巴肼胶囊 丙卡巴肼
本品用于霍奇金氏病和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的联合治疗，还可用

于脑肿瘤的联合治疗。

Enhertu
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nxki

治疗无法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在转

移性情况下接受过 2 种及以上抗 HER2 疗法的治疗。

Orpathys savolitinib 非小细胞肺癌

Koselugo Selumetinib
用于 2 岁及 2 岁以上伴有症状且无法手术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PN）的 1 型神经纤维瘤病（NF1）患者的治疗。

Calquence Acalabrutinib
至少接受过一次其他药物治疗的套细胞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Venclexta Venetoclax 白血病

Imlygic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 黑色素瘤

Xospata Gilteritinib 白血病

Ipilimumab 伊匹单抗 消化肿瘤、肝癌、结直肠癌

Nivolumab

Injection
纳武利尤单抗

适用于既往接受过含铂方案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成人患者的二线治疗，需排除 EGFR 基

因突变和 ALK 融合的患者。

可瑞达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头颈鳞癌和肝细胞癌

Besponsa Inotuzumab Ozogamicin 治疗复发或难治性成人前体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Mylotarg Gemtuzumab Ozogamicin

用于未经治疗的 CD33 阳性的急性髓细胞成人白血病、用于治

疗复发或治疗无效的 CD33 阳性的成人或两岁以上的小儿急性

髓细胞白血病。

Daurismo Glasdegib
治疗 75 岁以上新诊断或不能耐受高强度化疗的急性髓细胞白

血病。

Lorbrena Lorlatinib

既往接受过 ALK 抑制剂（克唑替尼+至少其他一种 ALK 抑制剂，

或阿来替尼，或赛瑞替尼作为第一个 ALK 抑制剂）治疗但病情

进展的 ALK 阳性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Talzenna Talazoparib 治疗 BRCA 突变、HER2 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Piqray Alpelisib HR+HER2-绝经后 PIK3CA 突变晚期乳腺癌

Kisqali Ribociclib 乳腺癌

Tabrecta Capmatinib MET14 号外显子跳跃突变非小细胞肺癌

Arzerra Ofatumumab 白血病

Polivy Polatuzumab Vedotin 淋巴瘤

Rozlytrek Entrectinib 实体瘤、非小细胞肺癌

Alunbrig Brigatinib
单药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成

人患者。

Balversa Erdafitinib Tablet

本品适用于治疗满足以下情况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

癌（mUC）成人患者：存在 FGFR3 或 FGFR2 易感型基因改变，

并且既往接受过至少一线含铂药物化疗且化疗期间或之后出

现疾病进展，包括在接受含铂药物的新辅助化疗或辅助化疗后

12 个月内出现疾病进展。

QinLock Ripretinib
接受过伊马替尼在内的 3种或更多激酶抑制剂治疗的晚期胃肠

道间质瘤（GIST）成年患者

赫赛莱 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单抗

单药治疗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和紫杉烷类单药或联合治疗

的、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必须满足下列之一：①接受

过针对转移性疾病的治疗；②完成辅助治疗期间或 6 个月内疾

病复发

泰圣奇 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

三阴性乳腺癌：与白蛋白紫杉醇联用，适用于治疗无法切除的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的成年患者，患者需经批准的

检测确定肿瘤具有D-L1高表达 (PD-L1染色肿瘤浸润免疫细胞

（IC）≥1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1）单药用

于铂类药物治疗后疾病进展以及接受 EGFR 或 ALK 靶向药物治

疗后疾病进展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2）与贝伐珠单抗、

紫杉醇和卡铂联用，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

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的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

胞肺癌的一线治疗。

IMFINZI Durvalumab

1. 小细胞肺癌：与标准化疗、依托泊苷和卡铂或顺铂联合使

用，作为成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药物。2.尿路上皮癌：

局部晚期或转移尿路上皮癌患者：在含铂化疗期间或之后出现

疾病进展,或者采用含铂新辅助或辅助化疗后 12个月内出现疾

病进展

Lynparza Olaparib

1.乳腺癌：用于既往已接受化疗的种系 BRCAm 阳性，HER2 阴性

转移性乳腺癌、局部晚期乳腺癌，并且接受过内分泌治疗或者

不耐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2. 前列腺癌：用于治疗携带有害

或疑似有害生殖系或体细胞的同源重组修复基因突变 (HRRm)

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成人患者，这些患

者既往接受恩杂鲁胺或阿比特龙治疗后进展。

泰菲乐 甲磺酸达拉非尼 BRAF V600 突变 NSCLC、BRAF V600E 突变的未分化甲状腺癌

迈吉宁 曲美替尼 BRAF V600 突变 NSCLC、BRAF V600E 突变的未分化甲状腺癌

泰菲乐+迈吉宁 甲磺酸达拉非尼+曲美替尼
1、BRAF V600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 ；2、RAFV600E 突变的未分

化甲状腺癌



赞可达 塞瑞替尼 ALK 阳性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达希纳 尼洛替尼
新诊断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髓性白血病（Ph+CML）慢性期 2 岁

以上的儿童患者；

乐卫玛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甲状腺癌，肾癌

安森珂 阿帕他胺片 转移性内分泌治疗敏感性前列腺癌

兆珂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

与硼替佐米、美法仑和泼尼松（DVMP）或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

（DRd）联用，治疗不适合 ASCT 的新诊断患者。

与硼替佐米、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联用（DVTd），治疗适合自

体干细胞移植的新诊断患者

海乐卫 甲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 软组织肉瘤

亿珂 伊布替尼胶囊

1. 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种治疗的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患者的治

疗，或者不适合接受化学免疫治疗的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联用

利妥昔单抗，治疗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2. 边缘区淋巴瘤 （MZL）

3.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

Mektovi Binimetinib 黑色素瘤

Blinatumomab Blincyto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Necitumumab,PORTR

AZZA
耐昔妥珠单抗 非小细胞肺癌

Ramucirumab,Cyram

za
雷莫芦单抗 胃癌、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

olaratumab Lartruvo 软组织肉瘤

Zydelig Idelalisib 白血病、淋巴瘤

Xofigo 二氯化镭 223 前列腺癌

Zevalin，

ibritumomab

tiuxetan

替伊莫单抗 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Cabozantinib,Come

triq
卡博替尼 甲状腺髓样癌

alemtuzumab，

Lemtrada
阿仑单抗 T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Clofarabine 氟法拉滨 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