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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利康帮扶肺癌患者

启动“助力新生”肺癌患者治疗救助金公益项目
� � 2019 年 12 月 7 日， 由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和主
办、阿斯利康支持的“助力新生”
肺癌患者治疗救助金公益项目
启动会在北京启动。 该项目旨在
加大对中国 EGFR 阳性突变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帮扶力度，
以期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助力实
现积极有效的规范化肺癌治疗。

靶向药开启肺癌精准治疗
时代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全
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肺癌已成
为中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和死亡
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由于症状不
具有特异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
进入中晚期。 而靶向治疗和免疫

治疗的出现，显著延长了肺癌患
者的生存期。

2004 年，世界首个原研肺癌
口服靶向药吉非替尼获准进入
中国，为出现 EGFR 阳性突变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希望，也
开启了中国肺癌精准治疗时代。
2017 年，第三代 EGFR 靶向药物
奥希替尼在中国上市，为耐药患
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它能够
选择性地抑制 EGFR 敏感突变
和 T790M 耐药突变， 显著延长
患者总生存期（OS），中国肺癌精
准医疗从此进入 3.0 时代。

基于Ⅲ期 FLAURA 研究的
结果证明，与第一代 EGFR 靶向
药物相比，奥希替尼降低了 54%
的疾病进展风险，中位无进展生
存期（PFS）达 18.9 个月，同时还

可以减少 52%的脑转移进展风
险，患者生存质量及生存期均有
明显提升。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
心肺部肿瘤科主任医师刘晓晴
教授表示：“肺癌治疗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能否实现规范化诊疗
是延长患者生存的关键。 经过一
代二代 EGFR 靶向药物治疗之
后产生耐药，其中约 40%~60%是
由于 T790M 突变导致 ， 三代
EGFR 靶向药奥希替尼的出现使
这部分患者有了继续接受靶向
治疗的机会。 ”

2017 年 3 月在国内获批成
为二线治疗药物的奥希替尼，是
目前唯一纳入中国医保的第三
代 EGFR 靶向药物。 但由于各地
报销比例不同，部分地区肺癌患
者靶向用药存在困境，治疗需求
仍未得到满足。

三方共赢，为患者输送希望

据悉，接受 EGFR 靶向药物
进行一线治疗后出现耐药/疾病
进展， 且 T790M 检测结果为阳
性的患者在使用奥希替尼进行
二线治疗时，如奥希替尼报销比
例低于 80%或需全自费，可通过
此次发起的“助力新生”项目获
得资金救助。 符合条件的患者可
在开始使用奥希替尼治疗后，分
阶段在“助力新生肺癌患者治疗
救助金项目”官方平台提交救助
金申请。 每名患者将获得 700 元
至 7000 元不等的资金救助。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副理事长胡宁宁表示，“助力新

生” 项目是对医保的有益补充，
旨在帮助晚期肺癌患者提升治
疗获益，延长患者生存期。

作为此次项目支持方的阿
斯利康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
心”，坚定站在与肺癌抗争一线，
十多年来先后上市了第一代和
第三代 EGFR 靶向药物，并探索
肺癌一体化诊疗的管理模式。

谈到发起和参与该项目的
原因时， 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
企业事务及市场准入部负责人
黄彬表示，药品有商品性、创新
性和社会性这三个属性，所以必
须要考虑兼顾这三个不同的属
性，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黄彬
对此做了详细解释，商品属性是
药品需要有利润和回报；创新属
性，以外企的标准，一个药品创
新要 10 年左右时间，近 20 亿美
元投入， 才能得以实现。“2018
年，阿斯利康全球营收 220 亿美

元，而用于新药研发的总投入就
有 59 亿美元。 ”药品的社会性体
现在药品是给患者治病的。 如果
患者用不起药，研发的药就失去
了意义。

“药品是用来治病的，在中
国要考虑中国患者的支付能力。
不希望看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的情况。 只有三方共赢，才能使
整个系统正常有序往前推动，
企业既可以有能力做新药，同
时也可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诉
求。 ”黄彬表示，此次通过支持
“助力新生”项目，希望让患者
充分获益于第三代 EGFR 靶向
药物的临床疗效， 并且减轻患
者的经济负担。 未来，阿斯利康
希望与社会各界继续共同携
手，持续提升药物可及性，助力
肿瘤患者重获新生，实现高质量
的长期生存。

（徐辉）

“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
璃……”2019 年 11 月 30 日，
在重庆南岸区南山街道涂山湖
公园， 居民们与几名环保志愿
者正在玩垃圾分类大灌篮游
戏，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当天，
由南岸区生态环境局主办，南
山街道办事处、 南岸区生态环
境保护志愿服务队和渝中区巴
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共同承办
的“南岸区乡村生态振兴志愿
服务项目”在此正式启动，通过
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环保普法、生活方式绿
色化等内容， 深入开展环保知
识宣传活动， 旨在提高农村居
民的环保意识， 助力乡村生态
振兴。

据了解， 南岸区被列为重
庆乡村生态振兴试验示范区以
来，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
和方法。 开展乡村生态振兴志
愿服务活动就是要通过丰富有
趣的环保活动、 走村入户润物
细无声的宣传增强公众生态文
明意识， 培养公众抵制环境污
染， 养成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
习惯， 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启动仪式上， 志愿者们将

唱歌、朗诵、普法宣讲等形式穿
插在一起， 以接地气的方式为
过往群众演绎绿色环保小常
识， 呼吁大家共同参与到乡村
生态振兴志愿服务行动中来。
活动现场还有老少皆宜的环保
嘉年华，环保知识问答、河道清
理大作战、绿行棋、垃圾分类掷
飞镖等环保互动体验游戏深受
大家的喜爱， 游戏前都排起了
长队，玩得不亦乐乎。

当天下午，志愿者们分为小
组， 走进南山街道 13个村社深
入开展环保宣传，向村民发放环
保宣传资料《生态文明宣传“十
进”系列微读本（乡村版）》、环保
小礼品，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访
谈、环境科普教育等活动来加强
每位村民的环保意识。

据悉， 本次乡村生态振兴
和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活动
集中在 2019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期间进行，
后续还将不断总结经验， 走进
南岸区迎龙镇、 广阳镇、 峡口
镇、长生桥镇、涂山镇、鸡冠石
镇 6 个乡镇开展覆盖性的乡村
生态振兴志愿服务活动， 以此
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 提升村民生态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能力。 （高文兴）

2019 年 12 月 3 日， 恰逢第
28 个国际残疾人日，由北京市残
疾人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残疾人
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承办、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FESCO）和北京智选在线科
技有限公司（智选在线）支持的

“实现就业梦想 成就美好生活”
北京市第 28 个国际残疾人日主
题活动暨残疾人就业成果展示
在北京举办。

活动上，北京市残疾人联合
会副理事长欧玲对残疾人朋友
致以节日问候，对支持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达感谢。 她
期待全社会进一步消除障碍，让
广大残疾人朋友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成就更加美好的生活。

FESCO 董事、总经理郝杰在
会上分享了 FESCO 自 2016 年
以来在助残就业方向所做出的
努力。 他表示，未来 FESCO 会继
续与智选在线共同合作，在树立
助残就业服务新理念、创新残疾
人分类就业新模式两个方向上
持续发力，将以智库驱动切实探
索研究助残服务模式新场景，以
科技驱动创新打造助残就业智
能服务云平台，以需求驱动积极

复制北京助残服务模式推广全
国，以内在驱动打造六位一体助
残综合服务新引擎。FESCO 作为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领跑者，将
通过资源协调、纽带联结、价值
创造真正做好实现残疾人就业
发展的造梦者，助力残疾人与企
业在逐梦路上走向双赢。

实现帮扶就业的残疾人代
表分享了就业体会，并表示在残
联、FESCO 和企业的帮助下，自
己不但有了稳定的收入和社会
保险，还能自豪地通过自己的努
力实现人生价值。北汽集团等 40
家北京市助残就业企业荣获“帮
扶残疾人就业爱心企业奖”。 来
自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表
示将积极践行国企责任，继续与
残联、FESCO 一起努力推进残疾
人就业。

为进一步推广残疾人帮扶性
就业基地的劳动项目，FESCO 副
总经理邢颖、 北京智选在线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纪文选和残疾人
帮扶性就业基地代表共同开启了
首批优秀残疾人劳动产品上线
FESCO好生活商城入驻仪式。 未
来，FESCO 将积极链接企业资

源，搭建共享销售平台，助力残疾
人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推广， 帮助
更多残疾人实现脱贫增收。

当天活动还对“新北京、新奥
运、新生活”帮扶性就业基地劳
动项目（产品）评选活动评选出
的优秀作品进行了展示和表彰。
该评选活动在今年 4 月由北京
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
中心、FESCO 和智选在线联合启
动，经过为期半年的劳动产品设
计、培训及制作，收获了北京市
56 家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的
参与。 在专家评选和网络投票
后，最终评选出五个专项奖以及
一、二、三等奖作品。 其中，延庆
区永华职康劳动型帮扶性就业
基地推选的作品“手工灯笼”和
北京市通州区飞翔职康劳动型
帮扶性就业基地推选的作品“五
谷画”获得一等奖。 冬奥会组委
会冬残奥会部副部长董学模、北
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郭
旭升为一等奖获奖代表颁奖。

本次活动既是对今年帮扶
性就业基地劳动产品评选活动
的总结与表彰，也开启了残疾人
劳动产品市场化推广的新篇章。

（徐辉）

重庆南岸启动
乡村生态振兴志愿服务项目

FESCO助力残疾人脱贫增收


