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吴人寿发 (⒛ 21〕 35号

关于调整 2021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自费

药品目录的公告

尊敬的⒛21年度
“
苏惠保

”
参保人 :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⒛⒛ 年)》

于 ⒛21年 3月 1日 起执行。新版医保目录实施后,⒛21年度
“
苏惠

保
”
原特药目录进行调整,调整后新目录自⒛21年 3月 15日 起实施 ,

具体如下 :

一、调整 ⒛21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自费药品目录。原目录内

8种特药及适应症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自 2021年 3月 1日 起纳入

基本医保报销,分别为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 (泰菲乐 )、 曲美替尼片

(迈吉宁)、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拓益)、 地舒单抗注射液 (安加

维)、 泽布替尼胶囊 (百悦泽)、 恩扎卢胺软胶囊 (安可坦 )、 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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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酸尼拉帕利胶囊 (则 乐)和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 (百泽安)。

二、上述 8种特定药品及适应症在纳入基本医保目录后退出⒛21

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自费药品目录。我司现相应增补药品及适应

症,具体药品适应症名单详见 《⒛21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自费药

品调整后目录》,新增补药品待遇自⒛21年 3月 15日 起生效。增补

药品的具体赔付规则与其余药品相同:

1.如被保险人在投保 ⒛21年度
“
苏惠保

”
前已罹患相关疾病,并

需使用目录中对应新增补药品的,⒛21年度
“
苏惠保

”
将对在待遇生

效日后产生的药品费用依据既往症规则补偿 30%。 续保客户继续享有

续保优待,按照 70%补偿。

2.如被保险人在投保 ⒛21年度
“
苏惠保

”
后罹患相关疾病,并需

使用目录中对应新增补药品的,⒛21年度
“
苏惠保

”
将对在待遇生效

日后产生的药品费用补偿 70%。

3.根据新增补药品的适用症范围,我们对于 《苏惠保保障计划和

特别约定》中的
“
附件一:重症定义

”
新增加以下描述 :

疾病名称 疾病描述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

性 心 肌 病 (ATTR-CM)

指一种罕见、致死性疾病,常与心衰混淆。其发病原理在于不稳定

甲状腺素蛋白 (TTR)的异常解离后的错误折叠,形成淀粉样物质

沉积于心肌间质,长期进展会引发限制性心肌病和进行性心力衰

竭。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

l± 多发性神经病 (ATTR PN

指一种由转甲状腺素蛋白基因突变产生异常转甲状腺素蛋白沉积

在多个组织器官,导致淀粉样变,以 进行性神经病变和心肌病为主

要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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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综合征 (黏多糖贮积症

II型 )

一种罕见的、可致残的、并且致命的遗传性疾病,该疾病由 2

酸酯酶缺乏引起,这是分解体内糖胺聚糖 (GAGs)所必需的一

。2硫酸酯酶缺乏会导致患者 GAG累 积并引发严重的骨骼、组织、

经和多器官并发症,并最终导致死亡。

4.2020年 因特定高额自费药品费用责任出险的客户,可在 2021

年持续赔付出险时所购药品,也可在 《⒛21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

自费药品调整后目录》支付范围中选择新的药品进行治疗和理赔。如

所选药品因国家医保 目录更新纳入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

保险的保障范围,则不会在特定高额自费药品费用责任中进行赔付。

三、本次调整新增补药品覆盖病种情况。病种涉及淋巴瘤、肺癌、

白血病、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 (ATTR— CM)、 转甲状腺

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 (ATTR CM)、 黑色素瘤等病种。

特此通知

附件一:⒛21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 自费药品调整后 目录

附件二:⒛21年度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 自费药品已剔除目录

东吴人寿

东吴人寿 2021年 3月 12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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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自费药品调整后目录

序号 商品名 通用名 适应症

1 可瑞达 帕博利珠单抗

限用于 :

1.单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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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⒈L1表达≥1%的局部晚期或转

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咻CLC)一 线治疗。

2,联合化疗 (卡 铂+紫 杉醇或白蛋白紫杉醇)一 线治疗转移

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3.经 一线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治疗。

2 欧狄沃 纳武利尤单抗

限用于单药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基 因突变阴性和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ALK)阴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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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成 人患者。

3 英飞凡 度伐利尤单抗
限用于在接受铂类药物为基础的化疗同步放疗后未出现疾

病进展的不可切除、Ⅲ期非小细胞肺癌㈧sCLC)患者的治疗。

4 多泽润 达可替尼

限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19号 外显子缺失突变或 21

号外显子
"58R置

换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 者的一线治疗。

5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限用于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6 泰圣奇 阿替利珠单抗

限用于 :

1,与 卡铂和依托泊苷联合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Ⅱ SCLC)

患者的一线治疗。

2.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性治疗的不

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

7 爱博新 哌柏西利

限用于激素受体 (HR)阳 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

阴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应 与芳香化酶抑制剂联合

使用作为绝经后女性患者的初始内分泌治疗。

赫赛莱
恩美曲妥珠单

抗

限用于接受了紫杉烷类联合曲妥珠单抗为基础的新辅助治

疗后仍残存侵袭性病灶的 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的辅助

治疗。

9 (达 希纳 尼洛替尼 限用于治疗 2岁 以上儿童慢性髓性白血病。

倍利妥 贝林妥欧单抗
限用于治疗成人复发性或难治性前体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

11 宜诺凯 奥布替尼
限用于 :

1.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种治疗的成人套细胞淋 巴瘤 (MCL)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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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既 往至少接受过一种治疗的成人慢性淋 巴细胞 白血病

(CLL)/小 淋巴细胞淋巴瘤 (SLL)患 者。

9
乙 达伯华 利妥昔单抗

限用于初治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经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后达

完全或部分缓解后的单药维持治疗。

安适利 维布妥昔单抗

限用于治疗以下 CD30阳性淋巴瘤成人患者:复发或难治性

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皿LCL);复 发或难治性经典

型霍奇金淋巴瘤 (cHL)。

14 安可坦 恩扎卢胺
限用于治疗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CRPC)成 年男性

患者

费蒙格 地加瑞克 限用于需要雄激素去势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

16 则 乐 尼拉帕利
限用于晚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成人患

者对一线含铂化疗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的维持治疗。

17 爱必妥 西妥昔单抗
限用于与铂类和氟尿嘧啶化疗联合,用 于一线治疗复发和/

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VM∞CIlN)。

18 维万心 氯苯唑酸

限用于治疗成人野生型或遗传型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

性心肌病 (ATTR CM),以 减少心血管死亡及心血管相关住

院。

19 维达全 氯苯唑酸葡胺

限用于治疗转 甲状腺 素蛋 白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

(ATTR PN)I期 症状性成人患者,以延缓其周围神经功能损

害。

20 海芮思 度硫酸酯酶一β 限用于治疗亨特综合征 (黏 多糖贮积症 II型 ,MP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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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苏惠保

”
特定高额自费药品已剔除目录

序号 商品名 通用名 已剔除适应症

l 泰菲乐 达拉非尼

限用于 :

1.联合曲美替尼治疗 BRAF V600突 变阳性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黑色素瘤 ;

2.联合曲美替尼用于 BRAF V600突 变阳性的Ⅲ期黑色素瘤患者

完全切除后的辅助治疗。

2 迈吉宁 曲美替尼

限用于 :

1,联合达拉非尼治疗 BRAF V600突变阳性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黑色素瘤 ;

2.联 合达拉非尼用于 BRAF Ⅴ600突变阳性的Ⅲ期黑色素瘤患者

完全切除后的辅助治疗。

3 拓 益 特瑞普利单抗
限用于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

瘤的治疗。                    ·

4 安加维 地舒单抗

限用于治疗不可手术切除或者手术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功能障碍

的骨巨细胞瘤, 包括成人和骨骼发育成熟 (定 义为至少 1处

成熟长骨且体重≥45kg)的 青少年患者。

5 百悦泽 泽布替尼
限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种治疗的成人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

(CLL)患 者。

6 百泽安 替雷利珠单抗
限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

金淋巴瘤患者。

7 则乐 尼拉帕利

限用于铂敏感的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

癌成人患者在含铂化疗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的维持治

疗。

8 安可坦 恩扎卢胺 限用于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CRPC)成 年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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